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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芯看全球，明年二季度复苏前先砍资本支出 
 
 
事件 

不同于台积电受惠于帮苹果代工 7 纳米 A12 应用处理器（iPhone Xr, Xs, Xs Max）和海思 7 纳米麒麟 980 手机芯片
代工(华为 Mate20 新型智慧手机)及不像世界先进受惠于相对稳定的 8 寸晶圆代工需求，受 28 纳米供过于求及价格
下滑,中美关税战,智慧手机（高通预期其手机芯片在四季度有 16-25%的环比及 18-26%的同比衰退）的季节性需求
影响，中芯国际预期其四季度产能利用率从三季度的 95%下滑到四季度的 85%，营业销售环比下滑 7-9%，同比下
滑 0-2%，毛利从上季的 21% 掉到 6 年来新低的 15-17%（vs.去年同比的 19%），若不包括政府资金研发补助（公
司估计四季度约 5000 万美金），出售设备及生活园区资产获利，利息收入，财务收入等非营运性收入，中芯国际预
期其第四季度合并经营亏损将扩大到一亿美金左右（-14%至-12%的营业亏损率）。因为需求下滑，中芯国际决定将
资本支出从 23 亿美金，砍到约 20 亿美金，同比减少 15%，来减少其未来折旧费用扩大及保持现金流。在机构投资
人说明会中，中芯悲观的预期 28 纳米产能过剩，NOR/SLC NAND 闪存晶圆代工价格下跌，但首次提出 2019 年二
季度复苏，8 寸晶圆代工相对健康，及 14 纳米风险生产於 1H19 年的计划不变（虽然反复改变）。 

投资建议 

 中国大陆/台湾重点关注公司：中芯国际（8”/12”），华虹（8”），台积电(8”/12”)，世界先进（8”） 

 全球重点关注公司：高通 

风险提示 

要是中芯国际能提前量产 14 纳米并於短期内达到 90%以上良率，这将让市场对其销售预估及股价估值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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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经营亏损扩大，砍资本支出：受季节性因素，智慧手机（高通预期其手机
芯片在四季度有 16-25%的环比及 18-26%的同比衰退）及消费性电子需求
不振，中美关税战，货币贬值等影响，中芯国际预期其四季度产能利用率
从三季度的 95%下滑到四季度的 85%，四季度营业销售环比下滑 7-9%，
同比下滑 0-2%，毛利从上季的 21% 掉到 6 年以来新低的 15-17%（vs.去
年同比的 19%），若不包括政府资金研发补助（公司估计四季度约有 5000
万美金），出售设备及生活园区资产获利，利息收入，财务收入等非营运性
收入，中芯国际预期其第四季度合并经营亏损将扩大到一亿美金左右（-14%
至-12%的经营亏损率）。因为需求下滑，中芯国际决定将资本支出从 23 亿
美金，砍到约 20 亿美金，同比减少 15%，来减少其未来折旧费用扩大及
保持现金流。 

图表 1：中芯国际财务数字与市场预期比较 

 

来源：彭博，中芯国际，国金证券研究所 

 2019 年二季度复苏：虽然短期需求不振，中芯国际的核心营运事业亏损将
持续扩大到明年第一季度，但赵海军总经理在中芯国际机构投资人说明会
中，首次提出明年二季度需求，产能利用率复苏论调。我们国金证券研究
所同意其看法，并认为除了苹果的手机供应链及之前涨价转跌价的内存/闪
存，NOR，MLCC，12 英寸硅片，及模拟芯片仍需较长的库存及价格修正
期外，目前半导体景气循环虽处于中期下行趋势，但不至于像 1997，
2000，2008 年的亚洲/全球金融及科技危机这么差，并应于 2019 年二季
度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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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全球半导体大厂销售预期与市场预期比较 

 
来源：彭博，各公司，国金证券研究所 

 14 纳米风险生产忽后忽前？梁梦松博士先指出 14 纳米制程风险生产於
2H19 年, 主要应用有 4G/5G 的智慧型手机，人工智能，物联网，及车用
半导体，后又改口 1H19 风险生产的计划不变，我们预估其於 1H20 年的
量产计划不变，但此时台积电的设备早已折旧完毕，必然重施故伎地将其
16 纳米客户转到 12 纳米，根据我们产业调研资料，从 16 纳米转到 12 纳
米，客户可享受到 15-20%的耗能降低，6-10%更快速度，20% 微缩。加
上庞大的初始折旧费用，我们估计中芯国际也很难在 14 纳米先进制程的
1H20 初期量产中获利。 

 8”晶圆代工需求优于 12”：同我们的产业链研究相同，中芯强调目前 8”晶
圆代工电力功率（Power Mosfet）的需求仍然不错，公司将持续扩充天津
及深圳的 8”晶圆代工产能来因应，相信华虹及世界先进的晶圆代工需求将
相对稳定。我们认为不单是 8”旧设备取得不易，硅片供给不足也是主因，
我们在今年 7 月 4 日的报告“从环球晶圆调研，看到小而美的 8”半导体产
业链”曾经提到过，不同于全球前五大硅片厂在 12 个月内应会增加约 9%
的 12”晶圆硅片产能，环球晶圆评估五大硅片厂不会大规模扩 8”硅片厂，
但会通过去瓶颈工程来微幅增加产能，这与信越没有考虑 8”硅片扩产的
想法类似。但因物联网，电力功率(Mosfet, IGBT 等等)，射频功率等 8”
芯片需求扎实，而使得 8”硅片供需状况比 12”硅片较为稳定。 

 NOR/NAND 晶圆代工价格下跌压力大：不同于上一季度，中芯国际曾提
到 NOR 闪存晶圆代工需求转弱，这次中芯国际提到 NOR/SLC NAND 闪
存需求不错，但因竞争者持续将制程工艺从 55/65 纳米推到 20/24 纳米，
中芯认为其 55/65 纳米 NOR/SLC NAND 闪存晶圆代工需求及价格下跌可
期。但我们认为 NOR/SLC NAND 闪存价格及晶圆代工价格下跌的主要原
因是厂商之前涨价造成客户囤积库存来因应，现在客户却反向处理之前囤
积的高价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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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季度存储器价格表 

 
来源：DRAMeXchange，国金证券研究所 

 

 投资建议: 

中国大陆/台湾重点关注公司：中芯国际（8”/12”），华虹（8”），台积电
(8”/12”)，世界先进（8”） 

全球重点关注公司：高通 

 风险提示： 

要是中芯国际能提前量产 14 纳米并於短期内达到 90%以上良率，这将让
市场对其销售预估及股价估值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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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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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版权归“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

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

经过书面授权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删节和

修改。 

本报告的产生基于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但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

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对由于该等问题产生的一切责任，国金证券不作出任何担保。且本报告中

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在不作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可能会随时调整。 

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参考，不作为或被视为出售及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邀请或要约。客户应当

考虑到国金证券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而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证券研究报

告是用于服务具备专业知识的投资者和投资顾问的专业产品，使用时必须经专业人士进行解读。国金证券建议获取

报告人员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报告本身、

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意见也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国金证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

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国金证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

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故本报告所载观点可能与其他类似研究报告的观点及市

场实际情况不一致，且收件人亦不会因为收到本报告而成为国金证券的客户。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报告仅供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中风险评级高于 C3 级(含 C3

级）的投资者使用；非国金证券 C3 级以上(含 C3 级）的投资者擅自使用国金证券研究报告进行投资，遭受任何损失，

国金证券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此报告仅限于中国大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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