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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军工周观察：我国强烈谴责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多家军工集团进入《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 

■本周核心观点 

1）我国强烈谴责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东部战区展开实战化演训。

8 月 2 日晚，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国防部发言人当

日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曾多次阐明窜访台湾的

严重后果，但佩明知故犯，恶意挑衅制造危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美方此举

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严重错误信号，进一步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

升级。据国防部报道，8 月 4 日-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位台

岛北、西南、东南海空域组织了由战区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

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等兵力参加的实战化联合演训：①东部战区海

军 10 余艘驱护舰艇在台岛周边海域展开联合封控，连续组织昼夜间模

拟对陆打击、综合攻防、联合反潜等实战化演练，提升舰艇核心作战

能力。②东部战区陆军多台新型远程箱式火箭炮在台湾海峡实施了远

程火力实弹射击训练，对台湾海峡东部特定区域进行了精确打击。③

东部战区火箭军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了多区域、多型号常导

火力突击，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区域，检验了参演部队精确打击和

区域拒止能力。④东部战区空军、海军航空兵出动歼击机、轰炸机、

预警机、加油机等多类多型战机 100 余架次，在预定海空域开展跨昼

夜联合侦察、空中加油、制空作战、对地突击、支援掩护等实战训练。

十四五期间全军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坚决挫败一切外部势力干

涉和“台独”分裂行径，相关需求持续释放，军工产业链或持续受益。 

 

2）《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发布，我国军工集团表现亮眼。8 月 3

日，《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发布，我国 9 家军工央企集团进入榜单：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位列 136 位，较上年小幅下滑 9 位，已连续 13 年入

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位列 144 位，较上年小幅下滑 4 位，已连续 14

年入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位列 233 位，较上年大幅跃升 121 位，已

连续 7 年入榜；中国船舶集团位列 243 位，较上年小幅下滑 3 位，已

连续 2 年入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位列 315 位，较上年攀升 36 位，已

连续 7 年入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位列 322 位，较上年下滑 15 位，已

连续 8 年入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位列 324 位，较上年提升 10

位，已连续 12 年入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位列 341 位，较上年下滑

21 位，已连续 7 年入榜；中国核工业集团位列 364 位，较上年提升 7

位，已连续 3 年入榜。军工央企是我国军工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在

当前高景气需求的背景下，军工央企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固，未

来有望带动全产业链国企民企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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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航空、航天、信息化和新材料等方向： 

 

1）航空装备：无论是周边局势或是海空军建设都对军机提出了新的要

求，当前我国军机从数量和结构都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预计随着国

防预算向武器装备尤其空军、海军倾斜，有望推动军机换装列装加速。

前期多公司披露大额合同负债或将进一步改善产业链现金流，促进产

品生产交付。我们认为航空装备在十四五期间将呈现高景气，带动产

业链业绩提升，此外军品定价机制改革及股权激励方案的增加也将推

动行业利润水平提升。建议关注：【中航沈飞】、【中航西飞】、【洪都航

空】、【航发动力】、【中航机电】、【江航装备】、【中航光电】、【中航重

机】、【派克新材】、【航宇科技】、【爱乐达】、【迈信林】。 

2）航天装备：导弹武器装备方面，导弹行业主要驱动因素主要来自：

一是迭代期、二是战略储备需求增加、三是实战化训练带动。导弹领

域十四五期间可能是最具有弹性的细分领域，将带来相关上市公司较

快的业绩增厚，关注导弹板块的整体性机会，重点关注业绩弹性大、

导弹业务占比高的标的。建议关注：【航天电器】、【新雷能】。卫星互

联网方面，北斗导航领域：北斗卫星导航产业链在 2021 年同比增速开

始增长，预计 2022、2023 年仍将保持较高增速，在北斗导航产业链中

北斗导航芯片、北斗导航终端需求增速较高；卫星互联网领域：中国

卫星网络集团有望成为国内卫星互联网的主力军，目前虽然国内卫星

互联网还在发展初期，但卫星互联网仍将成为 6G 移动通信的重要发展

方向。建议关注：【振芯科技】、【盟升电子】。 

3）信息化板块：因国产化进程、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型号更新速度加

快等因素，自 2018 年以来持续超越行业增长，关注军工半导体、上游

电子元器件、雷达及电子对抗、通信导航遥感等方向，部分公司业绩

已率先进入高速成长阶段，预计 2022 年仍将继续保持。建议关注：【振

华科技】、【紫光国微】、【鸿远电子】、【智明达】。 

4）新材料板块：建议重点关注高温合金、钛合金及碳纤维复合材料方

向。军用新材料技术已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并代表国内领先水平，且型

号认证的双/多流水体制等使得供应商有限，供给端竞争格局较好，需

求端由于主战机型及配套发动机放量且新材料应用占比不断提升以及

主机厂外协比例提升、国产替代等因素，预计行业未来增长确定性较

高，且需求上量后规模效应将不断显现，带动单位成本不断下降，因

此行业毛利率或仍有提升空间并逐步兑现至利润，并具有向民用市场

急需开拓的可能性，长期成长性较好。建议关注：【宝钛股份】、【钢研

高纳】、【西部超导】、【中简科技】。 

 

■风险提示：武器装备换装列装不及预期；导弹新型号研制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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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防军工板块本周行情回顾 

1.1. 本周板块表现 

本周中证军工指数上涨 1.31%，安信军工科创精选指数上涨 5.41%，上证综指下跌 0.81%，

沪深 300 下跌 0.32%。 

从行业来看，本周国防军工指数上涨 2.24%，在 29 个中信一级行业中排第 4 位。 

 

图 1：本周行业表现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1.2. 本周个股表现 

本周板块涨幅前五的个股是：天和防务（25.49%）、睿创微纳（23.68%）、景嘉微（23.32%）、

霍莱沃（23.15%）、航天发展（16.46%）。 

跌幅前五的标的个股是：北摩高科（-18.68%）、中船防务（-8.21%）、豪能股份（-7.63%）、广

大特材（-7.06%）、隆鑫通用（-6.80%）。 

月初至今板块涨幅前五的个股是：天和防务（25.49%）、睿创微纳（23.68%）、景嘉微（23.32%）、

霍莱沃（23.15%）、航天发展（16.46%）。 

月初至今板块跌幅前五的个股是：北摩高科（-18.68%）、中船防务（-8.21%）、豪能股份（-7.63%）、

广大特材（-7.06%）、隆鑫通用（-6.80%）。 

年初至今板块涨幅前五的标的个股是：旭光电子（43.28%）、盛路通信（31.74%）、新劲刚

（28.26%）、红相股份（27.40%）、同益中（21.99%）。 

跌幅前五的标的个股是：上海沪工（-48.85%）、ST 新研（-48.79%）、北摩高科（46.53%）、中

直股份（-46.36%）、科思科技（-45.49%）。 

表 1：本周行业及个股表现 

涨幅前五  跌幅前五  

本周涨幅（%）  月初至今涨幅（%）  年初至今涨幅（%）  本周跌幅（%）  月初至今跌幅（%）  年初至今跌幅（%）  

天和防务 25.49% 天和防务 25.49% 旭光电子 43.28% 北摩高科 -18.68% 北摩高科 -18.68% 上海沪工 -48.85% 

睿创微纳 23.68% 睿创微纳 23.68% 盛路通信 31.74% 中船防务 -8.21% 中船防务 -8.21% ST 新研 -48.79% 

景嘉微 23.32% 景嘉微 23.32% 新劲刚 28.26% 豪能股份 -7.63% 豪能股份 -7.63% 北摩高科 -46.53% 

霍莱沃 23.15% 霍莱沃 23.15% 红相股份 27.40% 广大特材 -7.06% 广大特材 -7.06% 中直股份 -46.36% 

航天发展 16.46% 航天发展 16.46% 同益中 21.99% 隆鑫通用 -6.80% 隆鑫通用 -6.80% 科思科技 -45.49%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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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周观点 

1）我国强烈谴责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东部战区展开实战化联合演训。8 月 2 日晚，

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国防部发言人当日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

反对。中方曾多次阐明窜访台湾的严重后果，但佩明知故犯，恶意挑衅制造危机，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严重破坏中美两国两

军关系。美方此举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严重错误信号，进一步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升级。

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勾连外部势力作乱，执意邀佩访台，其行径是非常危险的，势必引发

严重后果。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度戒备，将展开一系列针对性军事行动予以反制，坚决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挫败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据国防部报道，8 月 4 日

-8 月 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位台岛北部、西南、东南海空域，组织了由战区海军、

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等兵力参加的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了联

合封控、对海突击、对陆打击、制空作战等科目，检验了战区部队联合作战能力。演习期间

各军种深度参与：①东部战区海军 10 余艘驱护舰艇在台岛周边海域展开联合封控，连续组

织昼夜间模拟对陆打击、综合攻防、联合反潜等实战化演练，提升舰艇核心作战能力。多艘

护卫舰、导弹艇和多个机动岸导火力单元对海上重要目标实施火力追瞄，展开模拟突击。②

东部战区陆军多台新型远程箱式火箭炮在台湾海峡实施了远程火力实弹射击训练，对台湾海

峡东部特定区域进行了精确打击。新型远程箱式火箭炮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箱式弹药补充

方式能大幅缩短作战准备时间。③东部战区火箭军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了多区域、

多型号常导火力突击，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区域，检验了参演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

力。④东部战区空军、海军航空兵出动歼击机、轰炸机、预警机、加油机等多类多型战机 100

余架次，在预定海空域开展跨昼夜联合侦察、空中加油、制空作战、对地突击、支援掩护等

实战训练，锤炼部队大机群连续出动、多兵力控制协调、长时间持续制空、高强度精确打击

等作战能力。东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副局长刘东昆表示，此次实战化联合演训，检验了体

系支撑下战区多军种部队联合感知、联合指控、联合杀伤、联合行动、联合保障能力。战区

部队闻令而动，敢打必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十四五期间全军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坚决挫败一切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

行径，相关需求持续释放，军工产业链或将持续受益。 

 

2）《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发布，我国军工集团表现亮眼。8 月 3 日，《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发布，我国 9 家军工央企集团进入榜单：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位列 136 位，

较上年小幅下滑 9 位，已连续 13 年进入榜单；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位列 144 位，较

上年小幅下滑 4 位，已连续 14 年进入榜单，在航天与防务行业分榜单中，中国航空工业排

名第 2 位，位居美国洛马、波音和欧洲空客公司之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位列 233

位，较上年大幅跃升 121 位，已连续 7 年进入榜单；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位列 243 位，较

上年小幅下滑 3 位，已连续 2 年进入榜单；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位列 315 位，较上年

攀升 36 位，已连续 7 年进入榜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位列 322 位，较上年下滑 15

位，已连续 8 年进入榜单；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位列 324 位，较上年提升 10 位，

已连续 12 年进入榜单；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位列 341 位，较上年下滑 21 位，已连续

7 年进入榜单；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位列 364 位，较上年提升 7 位，已连续 3 年进入榜

单。今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 37.8 万亿美元，比上年大幅

上涨 19.2%（该榜单有史以来最大的涨幅），相当于当年全球 GDP 的五分之二，接近中国和

美国 GDP 之和。进入排行榜的门槛（最低销售收入）也从 240 亿美元跃升至 286 亿美元。

军工央企是我国军工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在当前行业高景气需求的背景下，军工央企的国

际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固，未来有望带动全产业链国企民企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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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公司估值 

多数标的估值已回归至合理范围，且估值与业绩增速仍相匹配。以 2022 年 08 月 05 日股价

为基准，军工板块（安信军工股票池）目前动态 PE 在 45 倍，对应 22 年估值约为 40 倍，

其中主机厂权重较大估值相对较高，基本在 50 倍以上，剔除主机厂后板块估值约为 38 倍，

部分高景气公司市盈率甚至在 25 倍左右，我们预计行业 2022-2023 年业绩都将有望在行业

高景气度下实现 30%左右的增长，当前多数业绩增速较快的标的估值已回归至合理，实现了

估值与业绩增长相匹配。其中，主机厂标的受益“十四五”航空航天装备景气度上行，长期

空间有望打开，享有高端装备制造估值；国企零部件业绩复合增速预计将维持在 20%以上，

且仍然存在盈利能力提升和治理改善的预期，业绩和估值有望双升；新材料标的中以高温合

金、钛合金、碳纤维复材标的为主，受益武器装备放量+单机用量提升以及国产化率提升三

重驱动，典型公司未来 3 年或维持 30%-40%增长，当前估值仍处于合理偏低位臵，未来成

长性突出；信息化标的具备一定 TMT 属性，整体估值水平较高，但细分方向较多，且各有

分化，如元器件及红外芯片等方向业绩增长确定性强，且部分公司预计 2022 年有望保持高

增速并享有估值溢价；民参军多采用分部估值，或具备一定弹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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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军工 ETF 份额和板块融资余额 

以军工 ETF 及融资融券资金为例的被动资金及杠杆资金配臵军工较 2021Q4 出现下滑，经

过 2022Q1 波动后开始回升，预计后续不排除有进一步增加的可能。 

 

表 2：军工 ETF 基金份额情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基金规模  

[单位] 亿元  

基金份额  

[交易日期] 2021-12-31 

[单位] 亿份  

基金份额  

[交易日期] 2022-03-31 

[单位] 亿份  

基金份额  

[交易日期] 2022-08-05 

[单位] 亿份  

512660.OF 国泰中证军工 ETF 136.79 81.52 98.40 113.54 

512710.SH 富国军工龙头 ETF 49.67 47.08 53.82 59.64 

512680.OF 广发中证军工 ETF 37.27 21.43 26.67 30.06 

512670.SH 鹏华中证国防 ETF 27.43 13.2 20.81 27.83 

512560.SH 军工 ETF 易方达 7.56 7.15 8.73 10.58 

512810.OF 华宝中证军工 ETF 5.18 2.34 3.17 3.85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3：融资买入额及融资余额情况  

亿元  融资买入额  融资余额  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比  

板块  2021/12/31 2022/03/31 2022/08/05 2021/12/31 2022/03/31 2022/08/05 2021/12/31 2022/03/31 2022/08/05 

军工板块 30.01 12.65 26.49 463.28 407.97 407.89 2.27% 2.52% 2.20% 

CS 国防军工 32.49 12.38 34.33 491.62 435.73 420.81 2.53% 2.84% 2.40% 

SW 国防军工 35.82 14.03 37.44 560.4 496.50 465.67 2.61% 2.92% 2.46% 

全部 A 股 702.37 652.18 537.15 15631.49 14403.96 13890.91 2.10% 2.15% 2.06%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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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主线 

重点关注航空、航天、信息化和新材料等。航空航天承载了装备放量，信息化和新材料则是

军工科技成长重心。 

1) 航空装备：无论是周边局势或是海空军建设都对军机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军机从

数量和结构都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预计随着国防预算向武器装备尤其空军、海军倾斜，

有望推动军机换装列装加速。前期多公司披露大额合同负债或将进一步改善产业链现金

流，促进产品生产交付。我们认为航空装备在十四五期间将呈现高景气，带动产业链业

绩提升，此外军品定价机制改革及股权激励方案的增加也将推动行业利润水平提升。建

议关注：【中航沈飞】、【中航西飞】、【航发动力】、【中航机电】、【江航装备】、【中航光

电】、【中航重机】、【派克新材】、【航宇科技】、【爱乐达】、【迈信林】。 

2) 航天装备：导弹武器装备方面，导弹行业主要驱动因素主要来自：一是迭代期、二是战

略储备需求增加、三是实战化训练带动。导弹领域十四五期间可能是最具有弹性的细分

领域，将带来相关上市公司较快的业绩增厚，关注导弹板块的整体性机会，重点关注业

绩弹性大、导弹业务占比高的标的。建议关注：【航天电器】、【新雷能】。卫星互联网方

面，北斗导航领域：北斗卫星导航产业链在 2021 年同比增速开始增长，预计 2022、2

023 年仍将保持较高增速，在北斗导航产业链中北斗导航芯片、北斗导航终端需求增速

较高；卫星互联网领域：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望成为国内卫星互联网的主力军，目前虽

然国内卫星互联网还在发展初期，但卫星互联网仍将成为 6G 移动通信的重要发展方向。

建议关注：【振芯科技】、【盟升电子】。 

3) 信息化板块：因国产化进程、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型号更新速度加快等因素，自 2018

年以来持续超越行业增长，关注军工半导体、上游电子元器件、雷达及电子对抗、通信

导航遥感等方向，部分公司业绩已率先进入高速成长阶段，预计 2022 年仍将继续保持。

建议关注：【振华科技】、【紫光国微】、【鸿远电子】、【智明达】。 

4) 新材料板块：建议重点关注高温合金、钛合金及碳纤维复合材料方向。军用新材料技术

已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并代表国内领先水平，且型号认证的双/多流水体制等使得供应商有

限，供给端竞争格局较好，需求端由于主战机型及配套发动机放量且新材料应用占比不

断提升以及主机厂外协比例提升、国产替代等因素，预计行业未来增长确定性较高，且

需求上量后规模效应将不断显现，带动单位成本不断下降，因此行业毛利率或仍有提升

空间并逐步兑现至利润，并具有向民用市场急需开拓的可能性，长期成长性较好。建议

关注：【宝钛股份】、【钢研高纳】、【西部超导】、【中简科技】。 

 

表 4：投资主线：关注航空、航天、信息化和新材料等 

主要方向  观点  关注标的  

航空装备  
近一年股价平稳，2020 年业绩平稳增长确定性仍较高，但

估值有望重塑 

中航沈飞、中航西飞、航发动力、中航机电、

江航装备、中航光电、中航重机、派克新材、

航宇科技、爱乐达、迈信林 

航天装备  

导弹：实战化训练及备战带来战略储备，业绩弹性大 

卫星：北斗终端设备订单有望快速释放；卫星互联网有望

迎来新进展 

航天电器、新雷能、振芯科技、盟升电子 

信息化  具有 TMT 属性，业绩、估值弹性大 振华科技、紫光国微、鸿远电子、智明达 

新材料  
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壁垒较高；新机型等放量及占

比提升使得规模效应突出，成长性好 
宝钛股份、钢研高纳、西部超导、中简科技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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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周重要公告及行业新闻 

6.1. 本周重要公告 

表 5：本周公司公告 

日期  公司  公告  

8 月 1 日 

北摩高科 
2022 年半年度业绩报告：归母净利润 2.10 亿元（同比-7.09%），扣非归母净利润 2.10 亿元（同

比-5.82%）； 

鸿远电子 公司上月回购共 39.18 万股（占总股本 0.17%），均价 125.15 元/股； 

七一二 公司收购天津振海科技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甘化科工 减持时间过半，股东李忠及陈波共减持 6 万股（占总股本 0.014%）； 

旋极信息 
公司实控人陈江涛 2000万股（占总股本 1.16%）被司法拍卖，李文韬以 7106 万元竞买成功，

均价 3.55 元/股； 

捷强装备 公司收到杭州捷来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748.04 万元，股权变更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航新科技 
公司股东卜范胜及黄欣提前解除质押共 1757.51 万股（占总股本 7.33%）同时向广州恒贸创

投转让 1757.51 万股（占总股本 7.33%），转让价格 15.84 元/股； 

中密控股 公司上月回购共 107 万股（占总股本 0.49%），均价 36.99 元/股； 

赛微电子 公司控股股东杨云春质押股份 4945.51 万股（占总股本 6.74%）展期一个月； 

瑞可达 
公司股东北京国科瑞华、元禾重元及苏州邦盛赢新向 5 家投资者共转让 108 万股，转让价格

127 元/股； 

北斗星通 
控股子公司北斗智联及公司副总经理徐林浩向国汽智端共投资 660万元，国汽智端收到投

资款； 

中国船舶 公司收到政府保险补偿款 9548 万元； 

中船科技 全资子公司中船九院出售中船阳光投资 10%股权，已有一名意向受让方报名； 

楚江新材 
公司上月回购共 699.12 万股（占总股本 0.53%），均价 9.45 元/股，收到全资子公司楚江合金

及清远楚江分红款 6900 万元； 

威海广泰 公司上月回购共 63.40 万股（占总股本 0.12%），均价 8.55 元/股； 

中国卫星 向华润双鹤转让公司所持神舟生物 8.33%股权，转让价格 8340.58 万元； 

特发信息 公司上月回购共 110 万股（占总股本 0.13%），均价 6.56 元/股； 

万泽股份 
股东赣江融创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减持 680.62 万股（占总股本 1.36%），公司

拟终止向关联方万泽鸿业转让西安新鸿业 10%股权； 

广大特材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不超过 15.50 亿元。 

8 月 2 日 

西菱动力 公司实控人喻英莲质押股份 550万股（占总股本 3.20%），为期两年； 

睿创微纳 收到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光电股份 股东兵工财务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1017.52 万股（占总股本 2.00%）； 

北斗星通 公司已向真点科技支付增资款 2.33 亿元； 

瑞可达 股东国科瑞华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373.60 万股（占总股本 3.46%）； 

中国重工 公司及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共 2163.35 万元； 

中船防务 公司及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共 2526.59 万元； 

新光光电 公司上月回购共 7.05 万股（占总股本 0.071%），均价 22.04 元/股； 

海兰信 
公告向四级子公司北京劳雷提供保证担保 3000万元，董事会同意公司行使“海兰转债”提

前赎回权利，赎回价格 100.42 元/张； 

楚江新材 控股股东楚江集团将可转债“20 楚江 E1”换股价格由 12.49 元/股向下修正为 11.02 元/股； 

8 月 3 日 

中国动力 公告为全资子公司武汉船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8.80 亿元； 

烽火电子 股票激励限售期届满，本次解除限售 19.71 万股（占总股本 0.033%），于 8月 5 日上市流通； 

奥普光电 拟以 7.82 亿元现金收购长光宇航 40%股权； 

中科海讯 持股 5%以上股东收到证监会出具的警示函； 

北斗星通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 15.23 元/股调整为 15.17 元/股，登记数量不调整，于 8

月 5 日上市流通； 

航天长峰 公司与控股股东航天二院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合计 4238.98 万元。 

8 月 4 日 

睿创微纳 
2022 年半年度业绩报告：归母净利润 1.12 亿元（同比-58.28%），扣非归母净利润 9930.64 万

元（同比-61.55%）； 

智明达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0万股（占总股本 0.20%），涉及激励对象 1人，回购价格 34.27 元/

股，于 8 月 9 日注销； 

天秦装备 
6 名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合计减持不超过 47.89 万股（占

总股本 0.31%）； 

天箭科技 公司完成总股本增加的工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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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防务 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超过 5000 万股，募资总额不超过 20.46 亿元，获深交所受理； 

康达新材 
向 13 家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5291 万股（占发行前总股本 20.96%），发行价 13.23 元/股，募资

总额 7 亿元，所有认购资金均已汇入； 

坤恒顺维 本次解除首发限售 82.13 万股（占总股本 0.98%），于 8 月 15 日上市流通； 

亚光科技 控股子公司成都亚光位于成都的厂区复产。 

8 月 5 日 

智明达 减持时间过半，股东杜柯呈及仪晓辉累计减持共 175.73 万股（占总股本 3.47%）； 

福光股份 新增 2022 年度公司与星云大数据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1500 万元； 

赛微电子 控股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2.23 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6.2. 本周行业新闻 

表 6：本周行业新闻 

日期  消息来源 新闻内容 

7 月 11 日  

新华网 日本将从 2023 财年开始获得 12艘近海巡逻舰，合同价值超 1000 亿日元； 

环球网 继法国之后，西班牙将空军更名为空天军，加强在太空领域的战略地位； 

参考消息 印度成功测试新型隐形无人机。 

7 月 12 日  

新华网 印度首艘国产航母下月将服役； 

环球网 中巴“海洋卫士-2”海上联演结束港岸交流将转入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凤凰网 美国太空军X-37B 空天飞机在太空中连续飞行 780天，刷新之前最长在轨纪录。 

7 月 13 日  

新华网 日本将部署新无人机部队，引进 8 架美军MQ-9 无人机； 

环球网 中巴“海洋卫士-2”海上联合演习闭幕； 

参考消息 韩国空军将采购 20 架新型 F-35A，或推迟采购一艘 3 万吨级轻型航母。 

7 月 14 日  

新华网 国产大型高空全网通信无人机“双尾蝎”在青藏高原完成飞行验证测试； 

环球网 美国本周成功试射洛克希德公司高超音速导弹； 

参考消息 “星船”发生猛烈爆炸，SpaceX 载人登月和登陆火星计划遭重创。 

7 月 15 日 

新华网 美国众议院通过 2023 财年 8400 亿美元国防开支预算案； 

中国国防报 欧洲多国联合研发新型战术运输机，将取代 C-130； 

参考消息 英媒：美军将组建“全球卫星群”用于追踪高超音速导弹。 

资料来源：互联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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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Table_Aut hor Statement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勤勉

尽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

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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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是基于所预定的假设，并采用适当的估值方法和模型得出

的，由于假设、估值方法和模型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也存在局限

性，请谨慎使用。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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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38号国投大厦3层 

邮  编： 200080 

北京市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2 号楼国投金融大厦 15 层 

邮  编： 1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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