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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 全球半导体景气度继续高涨，板块回调迎配置良机 

-半导体周报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全球月度数据出炉，结构性景气度持续向好。本周 SIA 全球半导体月度销售数据、台湾半导体公司月度营收陆续出

炉，我们进行统计分析，继续强调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汽车电子、物联网、工业控制等应用需求驱动下，全

球半导体产业结构性景气度仍呈现持续向好。根据全球半导体行业协会（WSTS）发布数据，18 年 4 月全球实现半

导体销售额 3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2%/环比增长 1.4%，连续 13 个月同比增速超过 20%！同时 WSTS 给出最新

指引，预计 2018 年/2019 年全球半导体实现营收 4630/48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4%/4.4%。 

 从增速贡献来看，存储仍然是核心抓手。我们进一步对月度营收数据结构进行分析，5 月存储芯片仍以 32%的占比位

居第一，而从 3 月平均营收增速来看，DRAM 遥居第一、显然是半导体整体增速的核心抓手。我们过去持续强调【数

据】对计算性能和存储容量的需求拉动，根据近期美光预计消费终端升级（高像素、4K）+汽车存储（辅助驾驶、智

能化升级）+云计算中心（未来 3 年 DRAM 6 倍、SSD 2 倍）将成为存储需求的三大驱动！ 

 除存储外模拟芯片、分立器件以及 MCU 增速亦表现亮眼、近三个月平均增速均超过 10%。再度佐证我们汽车电子、

物联网以及工业控制三大创新应用需求驱动第四次硅含量提升的核心观点，本质上是泛物联网时代 ECU（电子控制

单元）的数量提升，反应在结构上就是 MCU、利基型存储以及分立器件、模拟芯片等配套芯片的用量提升。 

 近期半导体板块整体回调幅度较大，我们认为重点标的已经迎来配置良机！从近期动态来看国家产业支持力度不减！

我们预计从产业政策到下游产业巨头扶持推进产业发展力度不变，不减产业追赶决心。我们继续强调重点关注龙头项

目、地域集群引领产业崛起，重点战略方向有望迎超常规支持！目前我国半导体产业亟待突破自主可控完成基本供应

体系建立，需要集中优势力量突破关键产品、建立赛道龙头。我们预计大基金二期将重点围绕存储、先进制程、化合

物半导体、特色工艺、硅材料几大重点领域龙头企业建设产业生态，因此高度重视关键领域产品龙头，如 A 股龙头公

司兆易创新的合肥 DRAM 项目、长江存储 3D NAND、中芯国际先进工艺、华虹半导体特色工艺、三安光电化合物

半导体等，同时关注北方华创、晶瑞股份、上海新阳、鼎龙股份等公司在设备和材料领域的国产化突破！ 

 重点关注赛道龙头/项目 

 龙头：【兆易创新】 ：存储芯片龙头、运营超预期，战略扩张第一步完成，持续高增长，产品阵列优质，市场规模

依次打开，DRAM 项目进展顺利； 

 白马组合：【景嘉微】：GPU 赛道龙头，和国外差距接近，新一代产品竞争力大幅提升；【扬杰科技】：国内功率器件

龙头，产品升级，下游客户近期推进明显，有望跟随强茂等台厂涨价；【士兰微】：IDM 龙头，功率器件、igbt、mem

s 产品放量，产线升级，开拓 12 寸产线；【三安光电】：化合物半导体龙头，产业链布局完整，估值低；【北方华创】：

设备龙头，品类全，业绩超预期，营收扩张加速，研发力量增强；【通富微电】：本部崇川厂产品结构升级，原 AMD

封测配套苏州、槟城厂并表比例提升，合肥、苏通厂有望扭亏； 

 黑马组合：【晶瑞股份】：国内超纯试剂领头公司，旗下苏州瑞红为光刻胶重点企业；【晶方科技】：特色封装企业，股

份结构优化，具备往光学新业务拓展能力；【至纯科技】（停牌中）：国内半导体辅助设备领头公司，往前道设备延伸；

【上海新阳】：推进 193nm 光刻胶，大硅片正式出货给下游华虹等客户； 

 风险提示：重点项目产业化进展不达预期、行业下游需求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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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周报我们重点对陆续出炉的月度高频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同时近期

半导体板块整体回调幅度较大，我们认为重点标的已经迎来配置良机。 

 

全球月度数据出炉，结构性景气度持续向好    

 本周SIA全球半导体月度销售数据、台湾半导体公司月度营收陆续出炉，

我们进行统计分析，继续强调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汽车电子、

物联网、工业控制等应用需求驱动下，全球半导体产业结构性景气度仍

呈现持续向好。根据全球半导体行业协会（WSTS）发布数据，18 年 4

月全球实现半导体销售额 3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2%/环比增长 1.4%，

连续 13 个月同比增速超过 20%！同时 WSTS 给出最新指引，预计 2018

年 /2019 年全球半导体实现营收 4630/48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4%/4.4%。 

 

图表 1：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连续 13 个月同比增速超 20% 

 

来源：WSTS、SIA，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增速贡献来看，存储仍然是核心抓手。我们进一步对月度营收数据结

构进行分析，5 月存储芯片仍以 32%的占比位居第一，而从 3 月平均营

收增速来看，DRAM 遥居第一、显然是半导体整体增速的核心抓手。我

们过去持续强调【数据】对计算性能和存储容量的需求拉动，根据近期

美光预计消费终端升级（高像素、4K）+汽车存储（辅助驾驶、智能化

升级）+云计算中心（未来 3 年 DRAM 6 倍、SSD 2 倍）将成为存储需

求的三大驱动！ 

 

 除存储外模拟芯片、分立器件以及 MCU 增速亦表现亮眼、近三个月平

均增速均超过 10%。再度佐证我们汽车电子、物联网以及工业控制三大

创新应用需求驱动第四次硅含量提升的核心观点，本质上是泛物联网时

代 ECU（电子控制单元）的数量提升，反应在结构上就是 MCU、利基

型存储以及分立器件、模拟芯片等配套芯片的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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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 月全球半导体营收结构（左）及仅 3 个月不同品类增速情况（右） 

 
来源：WSTS，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台股最新 5 月营收数据发布来看，三大利基型存储公司旺宏、华邦以

及南亚科营收继续呈现高增速，其中编码型存储厂商旺宏和华邦月度营

收分别同比增长 52%、18%，在传统淡季 Q2 保持如此增速殊为不易，

同时从产业调研来看 ASP 保持相对稳定！ 

 

 近期市场对于今年 NOR 供需问题讨论较多，我们认为随着行业公司淡

季经营情况逐渐披露，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1、目前供应格局：从财报披露来看美光退出明显，cypress 剩下产

能主要面对车规级产品（近期还传出涨价），旺宏折合 12 寸 1.4 万

片/月且今年无明显扩产，华邦 NOR+SLC NAND 今年总共扩产能

3000-4000 片/月，除大陆外全球供应产能提升相当有限，而大陆龙

头【兆易创新】采取 fabless+foundry 模式，产能调整灵活、占据

绝对的扩产主导权，因此我们认为今年很难出现非理性扩产导致产

业景气度急剧下行的情况，重点关注大陆龙头如何高质量实现份额

提升； 

 2、需求：最近市场对于部分领域尤其是 OLED 面板补偿方式的方

案改变讨论较多，我们强调关注 NOR 下游需求的分散性以及各细

分领域的需求提升趋势，重点关注【物联网】、【汽车电子】、【工业

控制】以及【消费电子】领域的新增需求，个别细分领域的方案变

化在整体下游需求提升趋势下预计冲击有限； 

 3、主流公司的备货情况：目前已经从不止一家的报表/公开披露上

发现厂商积极备货情况，以旺宏为例，淡季的积极备货和产能利用

率高启一定是基于对后市的景气判断（也包括对 nitendo switch 出

货旺季的备货），我们基于龙头厂商展望、渠道及下游客户存货情况

判断，利基型编码闪存 NOR &SLC NAND 在下半年仍将保持供需

偏紧状态，其中中大容量甚至有望继续迎来提价； 

 

图表 3：旺宏、华邦月度营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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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旺宏、华邦，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4：汽车 ECU 量价齐升催生大量 MCU、利基型存储、功率器

件、模拟电路需求 

 
来源：强茂，中泰证券研究所 

 

板块回调，重点标的迎来配置良机 

 近期半导体板块整体回调幅度较大，我们认为重点标的已经迎来配置良

机！从近期动态来看国家产业支持力度不减！我们预计从产业政策到下

游产业巨头扶持推进产业发展力度不变，不减产业追赶决心。我们继续

强调重点关注龙头项目、地域集群引领产业崛起，重点战略方向有望迎

超常规支持！目前我国半导体产业亟待突破自主可控完成基本供应体系

建立，需要集中优势力量突破关键产品、建立赛道龙头。我们预计大基

金二期将重点围绕存储、先进制程、化合物半导体、特色工艺、硅材料

几大重点领域龙头企业建设产业生态，因此高度重视关键领域产品龙头，

如 A 股龙头公司兆易创新的合肥 DRAM 项目、长江存储 3D NAND、中

芯国际先进工艺、华虹半导体特色工艺、三安光电化合物半导体等，同

时关注北方华创、晶瑞股份、上海新阳、鼎龙股份等公司在设备和材料

领域的国产化突破！ 

 

 重点关注赛道龙头/项目 

 龙头： 

【兆易创新】：存储芯片龙头、运营超预期，战略扩张第一步完成，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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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长，产品阵列优质，市场规模依次打开，DRAM 项目进展顺利； 

 

 白马组合： 

【景嘉微】：GPU 赛道龙头，和国外差距逐代缩小，新一代产品竞争力

大幅提升； 

【扬杰科技】：国内功率器件龙头，产品升级，下游客户近期推进明显，

有望跟随强茂等台厂涨价； 

【士兰微】：IDM 龙头，功率器件、igbt、mems 产品放量，产线升级，

开拓 12 寸产线； 

【通富微电】：本部崇川厂产品结构升级，原 AMD 封测配套苏州、槟城

厂并表比例提升，合肥、苏通厂有望扭亏； 

【三安光电】：化合物半导体龙头，产业链布局完整，估值低； 

【北方华创】：设备龙头，品类全，业绩超预期，营收扩张加速，研发力

量增强； 

 

 黑马组合： 

【晶瑞股份】：国内超纯试剂领头公司，旗下苏州瑞红为光刻胶重点企业； 

【晶方科技】：特色封装企业，股份结构优化，具备往光学新业务拓展能

力； 

【至纯科技】（停牌中）：国内半导体辅助设备领头公司，往前道设备延

伸； 

【上海新阳】：推进光刻胶项目，参股新昇大硅片正式出货给下游华虹等

客户； 

 

风险提示    

 重点项目产业化进展不达预期、行业下游需求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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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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