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家半导体公司业绩预喜

行业景气度上行拐点临近

本报记者 杨洁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13日，已有13家集成电路公司发布2019年年报业绩预告，除了一家公司不确定以外，8家公司业绩预喜；北斗星通、大唐电信预计2019年业绩首亏，三安光电业绩大幅预减。

业内人士表示，半导体行业供需两端全面向好，同时国产半导体设备龙头厂商订单不断，都预示着行业景气度上行拐点临近。

部分公司业绩大幅滑坡

1月11日北斗星通公告披露，预计2019年度归母净利润亏损5.5亿元至6.5亿元，同比由盈转亏。 而在此前十年，北斗星通的净利润累计也不到5亿元。

北斗星通此次巨亏主要由大额计提资产减值所致。 北斗星通公告表示，经测算减值总额约为6.53亿元，其中商誉减值预计5.3亿元，应收账款坏账损失5100万元，无形资产减值损失4000万元，存货减值损失3200万元。

其中占比最高的商誉减值，与北斗星通近年来的频繁并购密切相关。 北斗星通公告显示，北斗星通自2015年开始围绕“北斗+”进行了一系列产业并购：2015年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收购了华信天线和嘉兴佳利；2016年收购了东莞云通、广东伟通；2017年收购了杭州凯立、德国in-tech和加拿大Rx等公司。 通过这些收购，公司在做大规模的同时，也形成了巨额商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北斗星通账面商誉净值约为15.2亿元。 其实，2018年度北斗星通已经实施商誉减值4.5亿元，如今再商誉减值5.3亿，后续仍有近10亿商誉或成隐忧。

大港股份也存在商誉减值隐忧。 公司此前发布2019年业绩预告称，在未考虑商誉减值影响下，预计2019年亏损4亿元-4.5亿元，而2018年公司亏损5.7亿元，其中含商誉减值2.45亿元。 大港股份因收购艾科半导体、苏州科阳产生商誉合计6.35亿元，2018年已计提收购艾科半导体商誉减值2.45亿元，目前商誉余额合计为3.9亿元。 因商誉减值测试工作尚未完成，本次预计的2019年度经营业绩未包含商誉减值影响额。

大港股份表示，集成电路测试业务毛利下滑较大，尽管2019年三季度开始测试收入较上半年有明显回升，但受上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下滑、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增速放缓及内部整合等多因素的影响，公司集成电路测试收入下滑较大，而产能扩充后，折旧等固定成本较大，测试毛利率下降较大，预计全年亏损仍较大。

业绩预告净利润腰斩的三安光电1月13日股价基本稳定，收涨0.81%，多家券商分析称三安光电的业绩下滑符合预期。 1月10日晚三安光电公告称，预计2019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2.74亿元-15.57亿元，同比减少45%到55%。

中泰证券表示，三安光电主营LED芯片业务的价格经过近两年的下跌周期，2019年四季度已经趋稳。 春节之后行业将看到更多明显回暖迹象。 此次三安光电业绩预计较大幅度下降，但行业与公司均已经度过最差阶段，2020年开始公司利润表有望逐步修复。

中金公司认为对于三安光电这样的行业龙头公司，应更关注其LED新技术的起量和化合物半导体的发展，将为公司长期发展带来动能。 中金公司预计三安光电2020年化合物半导体收入有望实现高速成长，达到12亿元，主要受益于国内客户订单转移。

供需两端全面向好

部分公司由于细分行业高景气度，预计全年将延续2019年前三季度的良好业绩表现。 博通集成在披露2019年三季报时表示，公司经营态势良好，且随着政策对ETC推广力度的加大，预计公司2019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将大幅增长。

汇顶科技在披露2019年三季报时表示，2019年前三季度，得益于屏下光学指纹大规模商用及其高毛利水平带来的贡献，前三季度累计净利润同比增长437.22%。 公司预计全年累计净利润同比发生重大增长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汇顶科技在接受投资者调研时表示，5G手机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慢慢涌现，2020年将是5G大规模商用的元年，针对5G的需求，汇顶科技的超薄屏下指纹已经受到客户认可，未来公司还会持续改善和提升产品，2020年5G手机配备超薄屏下光学指纹方案将是公司非常重要的增长点。

紫光国微表示，公司集成电路设计业务经营规模和业绩均保持快速增长，预计2019年实现净利润4亿元-5.05亿元，同比增长15%-45%。 上海贝岭表示，2019年由于公司集成电路生产业务规模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同时公司出售了持有的华鑫股份和先进半导体公司股权实现了较大金额资产处置收益，预计2019年年报归母净利润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多位行业人士认为，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上行拐点临近。 天风证券认为，从需求端来看，下游需求全面向好，5G、车用半导体、IoT和摄像头带来新增长点。 预计2020年全球5G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达到3亿部，射频前端等有关器件的成本和数量都会得到提升。 此外，汽车电子化对半导体的使用才刚开始，受益领域主要集中在传感器、控制、处理器等方面。

在制造端，目前国内外芯片制造厂稼动率满载，台积电甚至出现产能不足、部分订单延迟交付情况。 下游半导体封测环节同样出现产能吃紧现象。 比如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天科技都宣布扩产计划，预示半导体行业景气度向好将持续。

国产半导体设备频获大单

支撑国内半导体行业判断的另一核心逻辑是“国产替代”。 根据国泰君安1月11日研报，2020年开年国产半导体设备龙头厂商订单不断，中微公司先后中标长江存储与中芯国际绍兴厂共11台设备，北方华创中标长江存储12台设备，盛美半导体中标长江存储与华力微共3台设备。

国泰君安表示，在关键内资产线拉动下，国产设备龙头将进入业绩快速兑现期。 在长江存储、华虹系继续快速拉动国产设备采购的基础上，2020年粤芯、积塔、合肥长鑫以及中芯国际等多条国内芯片产线均启动国产设备采购周期。 国内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营收将陆续突破7亿元-10亿元盈利拐点，迈向成长期新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2018年开始规划或动工的第一轮大陆芯片制造厂陆续投产，表明产品设计和工艺技术等日趋成熟，随后多个芯片制造厂开启了新一轮大规模设备采购大潮，长江存储和合肥长鑫就是最典型的本土存储厂设备采购需求方。

根据长江存储披露，2019年公司已经正式量产64层堆栈的3D Nand，2020年开始逐步提升产能，预计2020年底有望将产能提升至月产6万片的规模，且2020年会生产128层堆栈3D Nand。 合肥长鑫的DRAM产品也已宣布投产，目前产能约2万片/月，预计2020年底产能达4万片/月。 根据这些公司的扩产节奏，预计将采购相应的设备材料。

中银国际证券表示，2019年下半年全球半导体设备行业强势反弹及本土存储厂研发线量产后加速扩产，2020年国内半导体设备行业处于很好的市场环境，国产装备与材料品牌将在新的一年里获得较快发展时期：一是设备与材料龙头经营规模延续高速增长，二是之前尚未突破的离子注入机、光刻机、涂胶显影、量测设备等将涌现一批后起之秀。 在5G技术带动下半导体行业将全面复苏，全球半导体设备行业规模将上一个新台阶，并大概率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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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销量十年来首现负增长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1月13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简称“中汽协” ）

公布的2019年全年销量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汽车销

量2576.9万辆，同比下降8.2%，我国汽车产销量连续第

二年出现下滑。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20.6万辆，同比

下滑4%， 这是自2009年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产业以

来出现的首次年度下降。

业内人士指出，自2019年11月以来，新能源汽车

销售量表现已经回到退坡以前的平均水平，这表明了

政策退坡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恢复当中，新能源汽车发

展长期向好没有改变。

压力进一步加大

2019年我国汽车产业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产

销量与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均呈现负增长。 2019年

各月连续出现负增长，上半年降幅更明显，下半年逐步

好转，其中12月当月销售略降0.1%，与同期基本持平。

2019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

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7.5%和8.2%，产销量降幅比

上年分别扩大4.2和5.4个百分点。

分类型来看， 乘用车产销量降幅大于汽车总体。

2019年12月，乘用车销售221.3万辆，同比下降0.9%。

2019年全年，乘用车累计销量2144.4万辆，同比下降

9.6%。 乘用车占汽车产销比重分别达到83%和83.2%，

分别低于上年产销量比重3.4和1.2个百分点。

乘用车四类车型均出现负增长。 其中，轿车产销量

同比分别下降10.9%和10.7%；SUV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

6%和6.3%；MPV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18.1%和20.2%；交

叉型乘用车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4.3%和11.7%。

商用车产销表现好于乘用车。 2019年在基建投

资回升、 国Ⅲ汽车淘汰、 新能源物流车快速发展、治

超加严等利好因素促进下，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436

万辆和432.4万辆，产量同比增长1.9%，销量同比下

降1.1%。

从分车型产销情况看， 客车产销分别完成47.2万

辆和47.4万辆，同比分别下降3.5%和2.2%；货车产销

分别完成388.8万辆和385万辆， 产量同比增长2.6%，

销量同比下降0.9%。 其中， 重型货车产销分别完成

119.3万辆和117.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3%和2.3%。

今年汽车销量仍将下滑

2019年的车市寒冬，是继2018年我国车市28年来

的首次下滑之后，汽车产销量连续第二年出现的下滑。

多因素影响了2019年汽车市场走势。 中汽协方面

认为，包括“汽车领域的消费刺激政策”因落地时滞或

效果不及预期引发消费者观望，一定程度上延缓购车

需求；国六提前实施和增值税下调，引发消费者对进一

步降价的预期。 尤其是第六阶段排放标准提前实施对

汽车市场造成巨大冲击。 这次排放标准切换提前期较

长，同时实施区域多，影响面积大，对消费者心理、厂家

排产和经销商都带来巨大影响。

从月度产销情况变动趋势看，我国汽车产销状况

正逐步趋于好转。 根据中汽协统计，2019年1-10月、

1-11月、1-12月，汽车销量累计增长率分别为-9.7%、

-9.1%、-8.2%，累计增长率下降幅度持续收窄。

对于2020年中国汽车市场的预期，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秘书长助理许海东表示，2020年汽车市场仍将延

续下滑态势，预计2020年汽车销量为2531万辆，同比

下降2%。 中汽协方面表示，2020年，中国汽车产业仍

将延续恢复向好、持续调整、总体稳定的发展态势。

罗兰贝格全球合伙人兼大中华区副总裁郑赟认

为，中国汽车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对于未来中国汽车市

场的走势，最重要的变量来自于人均GDP增速。 如果

人均GDP增速在5%，整个中国乘用车市场未来的走势

会与年复合增长基本持平。 如果人均GDP增速在6%，

中国乘用车市场从2022年开始或将以2.1%左右的速

度向前发展。 如果人均GDP增速7%，中国乘用车市场

会以4.3%左右的速度向前发展。

新能源汽车长期向好

受补贴大幅退坡等因素影响，2019年新能源汽车

产销完成124.2万辆和120.6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2.3%

和4.0%。 其中，纯电动汽车生产完成102万辆，同比增

长3.4%；销售完成97.2万辆，同比下降1.2%；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2.0万辆和23.2万辆， 同比

分别下降22.5%和14.5%。

这是我国自2009年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市场发

展以来，首次出现新能源汽车年度销量下滑。

根据2019年新能源补贴政策的要求， 自2019年6

月26日起， 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标准降低约50%，地

方补贴则直接退出，2019年补贴退坡幅度超70%。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2019年新能源汽车

受补贴退坡影响，下半年呈现大幅下降态势。 由于补

贴退坡对生产企业影响较大，新能源汽车整体行业利

润率较低，新品研发投入资金大，各家企业很难通过

新能源汽车取得盈利。 目前新能源汽车产业仍然需要

国家给予一定的支持，并不能完全走向市场化。 希望

国家下一步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下一步可从税

收、使用环节便利性等方面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做政策

支持。

工信部部长苗圩近日公开表示，2020年7月1日以

后，新能源汽车补贴不会大幅退坡。“新能源汽车发展

长期向好没有改变。 2019年受相关因素影响，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销从2019年7月开始出现下滑。 但从全年

来看，2019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120万辆。从趋势上

看，2019年11月、12月销售量表现已经回到退坡以前

的平均水平，这表明了政策退坡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恢

复当中。 ”

白酒涨价受关注

□

本报记者 潘宇静 周文天

临近春节， 白酒企业又现密集

涨价的现象， 茅台集团两子公司也

释放涨价信号。业内人士认为，2016

年以来， 白酒板块均会在春节迎来

旺季行情， 高端白酒在历年春节旺

季行情中表现最佳。 临近春节，个人

消费进入集中爆发期， 板块催化因

素越来越多， 每年春节前动销起势

都是行情启动时。

茅台两子公司产品涨价

2020年以来， 多家白酒企业上

调产品价格。 其中，茅台集团旗下两

子公司习酒和保健酒发布了提价通

知。 有消息称，茅台集团旗下保健酒

业公司1月6日发出涨价的通知，决

定对现有基酒品类、档次、价格进行

调整，2020年3月1日起按照新的价

格体系开始执行， 但通知没有给出

具体涨价的幅度与价格。

2019年12月27日， 贵州习酒

销售公司下发 《关于习酒系列部

分产品出厂价格调整的通知》，习

酒系列部分产品的出厂价将进行

上调，幅度为10%左右，这被认为

是茅台集团旗下公司产品涨价拉

开的序幕。

贵州仁怀的茅台经销商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习酒确实在2019

年12月底有过一次涨价， 只针对

1-2个品种， 涨价幅度在每瓶2元

-10元之间。 习酒公司工作人员亦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老习酒系列

目前市场指导价是138元/瓶， 而之

前是128元/瓶。

习酒此前公开的数据显示，其

2016年、2017年、2018年销售收入

分别为25.66亿元、35.78亿元、80亿

元， 同比增速为25%、39%、124%。

2019年12月30日，习酒公司2020年

全国经销商大会召开， 会议透露的

数据显示， 习酒公司全国市场累计

实现销售额79.80亿元，其中省外市

场销售额同比增长76.43%，整体占

比达到历史最高。 会议中，“百亿习

酒” 的发展目标被屡屡提及。 茅台

集团总经理助理、 习酒公司党委书

记、 董事长钟方达在讲话中表示，

2020年是习酒冲击百亿目标的关

键之年。

茅台集团保健酒业公司业绩表

现同样出彩。 2019年12月22日，茅

台集团保健酒业公司副董事长范庆

华透露，2019年保健酒业公司预计

实现销售收入11.50亿元，同比增长

3.99%。

茅台集团旗下各子公司为应对

茅台集团“子公司停用集团名称、缩

减品牌数”的战略，也开始就如何将

茅台集团系列酱香酒优质资源利用

好，提升酒水品质与档次，做好品牌

建设等展开讨论。

市场人士还将茅台集团两家

子公司的提价与全线提价联系起

来。 2019年贵州茅台加大了与电

商、商超的合作，平价1499元的53

度飞天茅台热销的同时，市场流传

的消息称，Costco、 物美超市、苏

宁易购等平台供货价均为 1299

元，这比经销商的供货价969元高

出330元，这意味着贵州茅台在新

渠道中每瓶53度飞天茅台可以增

加收入330元。

市场人士表示， 虽然目前暂时

还没有对原来的代理商涨价， 但随

着这些商超以及电商平台的成熟，

传统渠道代理商的数量缩减以及配

额被收回， 很可能传统渠道的供货

价也随之增长。 飞天茅台的价格长

期远远脱离市场供需关系的出厂

价，或许会改变。

业绩向上趋势未变

1月13日白酒概念股多数收涨，

口子窖、五粮液涨逾4%，舍得酒业

收涨3.07%。

近期上调酒价的企业中， 泸州

老窖旗下产品国窖1573在1月10日

上调价格，每瓶提价20元，并将在2

月10日执行2月份终端配额。 2月份

的配额按照2019年全年完成数的

4%执行。 此外，古井贡酒全资子公

司安徽古井健康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对其生产的亳菊进行提价， 每瓶价

格上调10元。1月7日，伊力特在互动

易平台上表示， 对伊力王酒及老窖

系列白酒上调价格幅度在8%左右。

从业绩来看， 白酒板块中2019

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的

公司有16家，占比88.89%，归母净利

润同比增长超20%的公司则有9家。

安信证券认为， 岁末酒企召开

的年终会议传递出了健康积极的信

息， 以及当前春节打款备货情况较

好， 有助于白酒板块信心和预期修

复，带来板块活跃度提升。

光大证券称，2016年以来，白酒

板块均会在春节迎来旺季行情，高

端白酒在历年春节旺季行情中表现

最佳。原因之一是，白酒消费具有季

节性， 春节期间是最重要的消费旺

季， 因此也是酒企发货回款及经销

商打款、进行销售的重要时间点，春

节期间的景气程度通常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白酒行业全年的景气走向。

方正证券认为，旺季临近，个人

消费进入集中爆发期， 板块催化越

来越多， 每年春节前动销起势都是

行情启动时。 白酒行业仍处在向上

发展趋势，已经连续三年高增长，增

速放缓在预期内， 目前估值虽有修

复但仍然不高。

*ST盐湖巨幅预亏后收关注函

重整方案1月17日审议

□

本报记者 康书伟

2019年预亏432亿元-472亿元

的*ST盐湖1月13日收到交易所关注

函，对公司巨额亏损原因予以密切关

注，要求公司说明此次资产处置导致

大额资产减值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1月13日晚同时公告，将于1

月17日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债权

人将分组表决《重整计划（草案）》，

并于同日召开出资人组会议，对《出

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

关注大额资产减值合理性

公司1月13日披露的2019年业

绩预告显示，2019年净利润大幅亏

损432亿元至472亿元， 业绩大幅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重整管理人处

置资产导致产生大额资产处置损

失， 初步预计对利润的影响金额约

417.35亿元。 公告还显示，公司控股

子公司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 （简

称“盐湖镁业” ）除公司外的其他8

家股东主张公司回购股份， 预计产

生损失6.88亿元；同时，公司向国开

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简称“国开基

金” ）回购其所持的盐湖镁业股权，

产生损失约6.04亿元。

关注函要求公司说明公告所述

初步测算预计资产处置损失约

417.35亿元的具体测算过程， 论证

此次资产处置导致大额资产减值的

必要性和合理性， 是否存在前期信

息披露不充分的情形。

对于其他8家股东主张公司回

购盐湖镁业股份以及公司向国开基

金回购盐湖镁业股份的依据， 关注

函要求公司说明是否存在应披露未

披露的事项， 同时列示公司对上述

回购事项的会计处理， 并说明该处

理是否恰当。

关注函还要求公司量化分析并

结合公司氯化钾、 碳酸锂业务等对

业绩影响， 论证公司此次资产处置

后， 是否具备可持续的经营和盈利

能力。

重整计划将“过堂”

*ST盐湖1月13日晚公告，经西

宁中院同意，公司将于1月17日召开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债权人将分组

表决《重整计划（草案）》，并于同

日召开出资人组会议，对《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

公告显示，《重整计划 (草案)》

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 需经

出席会议的出资人所持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若 《重整计划 (草

案)》获得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并顺利

执行， 根据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 公司将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以现有总股本为基数按每10

股转增9.5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转增后的股票将向债

权人分配以抵偿债务以及由公司管

理人进行处置。

公司同时提示， 本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股票是否进

行除权处理，将进一步充分论证，待

除权安排明确后及时发布公告。

根据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

司出资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绝对数

量不会因本次重整而减少。 重整完

成后， 公司的基本面将发生根本性

改善，并逐步恢复持续盈利能力，重

回良性发展轨道。

公司也特别提醒，如果《重整计

划（草案）》 未获得通过且未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八十七条的规定获得批准， 或者已

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批准的，则

公司存在被西宁中院宣告破产并进

入破产清算程序的风险。 如果公司

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部分公司业绩大幅滑坡

1月11日北斗星通公告披露， 预计2019年度归

母净利润亏损5.5亿元至6.5亿元，同比由盈转亏。 而

在此前十年，北斗星通的净利润累计也不到5亿元。

北斗星通此次巨亏主要由大额计提资产减值

所致。北斗星通公告表示，经测算减值总额约为6.53

亿元，其中商誉减值预计5.3亿元，应收账款坏账损

失5100万元，无形资产减值损失4000万元，存货减

值损失3200万元。

其中占比最高的商誉减值，与北斗星通近年来

的频繁并购密切相关。 北斗星通公告显示，北斗星

通自2015年开始围绕“北斗+” 进行了一系列产业

并购：2015年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收购了华信天

线和嘉兴佳利；2016年收购了东莞云通、广东伟通；

2017年收购了杭州凯立、德国in-tech和加拿大Rx

等公司。 通过这些收购，公司在做大规模的同时，也

形成了巨额商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北斗星通

账面商誉净值约为15.2亿元。其实，2018年度北斗星

通已经实施商誉减值4.5亿元， 如今再商誉减值5.3

亿，后续仍有近10亿商誉或成隐忧。

大港股份也存在商誉减值隐忧。 公司此前发布

2019年业绩预告称， 在未考虑商誉减值影响下，预

计2019年亏损4亿元-4.5亿元， 而2018年公司亏损

5.7亿元，其中含商誉减值2.45亿元。 大港股份因收

购艾科半导体、 苏州科阳产生商誉合计6.35亿元，

2018年已计提收购艾科半导体商誉减值2.45亿元，

目前商誉余额合计为3.9亿元。因商誉减值测试工作

尚未完成，本次预计的2019年度经营业绩未包含商

誉减值影响额。

大港股份表示，集成电路测试业务毛利下滑较

大，尽管2019年三季度开始测试收入较上半年有明

显回升，但受上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下滑、中国集

成电路产业增速放缓及内部整合等多因素的影响，

公司集成电路测试收入下滑较大， 而产能扩充后，

折旧等固定成本较大，测试毛利率下降较大，预计

全年亏损仍较大。

业绩预告净利润腰斩的三安光电1月13日股价

基本稳定，收涨0.81%，多家券商分析称三安光电的

业绩下滑符合预期。 1月10日晚三安光电公告称，预

计2019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12.74亿元-15.57亿元，同比减少45%到55%。

中泰证券表示，三安光电主营LED芯片业务的价

格经过近两年的下跌周期，2019年四季度已经趋稳。

春节之后行业将看到更多明显回暖迹象。 此次三安光

电业绩预计较大幅度下降，但行业与公司均已经度过

最差阶段，2020年开始公司利润表有望逐步修复。

中金公司认为对于三安光电这样的行业龙头公

司， 应更关注其LED新技术的起量和化合物半导体

的发展，将为公司长期发展带来动能。中金公司预计

三安光电2020年化合物半导体收入有望实现高速成

长，达到12亿元，主要受益于国内客户订单转移。

供需两端全面向好

部分公司由于细分行业高景气度，预计全年将

延续2019年前三季度的良好业绩表现。 博通集成在

披露2019年三季报时表示， 公司经营态势良好，且

随着政策对ETC推广力度的加大，预计公司2019年

归母净利润同比将大幅增长。

汇顶科技在披露2019年三季报时表示，2019年

前三季度，得益于屏下光学指纹大规模商用及其高

毛利水平带来的贡献，前三季度累计净利润同比增

长437.22%。 公司预计全年累计净利润同比发生重

大增长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汇顶科技在接受投资者调研时表示，5G手机从

2019年下半年开始慢慢涌现，2020年将是5G大规

模商用的元年，针对5G的需求，汇顶科技的超薄屏

下指纹已经受到客户认可，未来公司还会持续改善

和提升产品，2020年5G手机配备超薄屏下光学指纹

方案将是公司非常重要的增长点。

紫光国微表示，公司集成电路设计业务经营规模

和业绩均保持快速增长， 预计2019年实现净利润4亿

元-5.05亿元， 同比增长15%-45%。 上海贝岭表示，

2019年由于公司集成电路生产业务规模较上年同期

有所增长，同时公司出售了持有的华鑫股份和先进半

导体公司股权实现了较大金额资产处置收益， 预计

2019年年报归母净利润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多位行业人士认为，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上行拐

点临近。 天风证券认为，从需求端来看，下游需求全

面向好，5G、 车用半导体、IoT和摄像头带来新增长

点。 预计2020年全球5G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达到3亿

部，射频前端等有关器件的成本和数量都会得到提

升。 此外，汽车电子化对半导体的使用才刚开始，受

益领域主要集中在传感器、控制、处理器等方面。

在制造端， 目前国内外芯片制造厂稼动率满

载，台积电甚至出现产能不足、部分订单延迟交付

情况。 下游半导体封测环节同样出现产能吃紧现

象。 比如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天科技都宣布扩产

计划，预示半导体行业景气度向好将持续。

国产半导体设备频获大单

支撑国内半导体行业判断的另一核心逻辑是

“国产替代” 。 根据国泰君安1月11日研报，2020年

开年国产半导体设备龙头厂商订单不断，中微公司

先后中标长江存储与中芯国际绍兴厂共11台设备，

北方华创中标长江存储12台设备，盛美半导体中标

长江存储与华力微共3台设备。

国泰君安表示，在关键内资产线拉动下，国产

设备龙头将进入业绩快速兑现期。 在长江存储、华

虹系继续快速拉动国产设备采购的基础上，2020年

粤芯、积塔、合肥长鑫以及中芯国际等多条国内芯

片产线均启动国产设备采购周期。 国内半导体设备

龙头企业营收将陆续突破7亿元-10亿元盈利拐点，

迈向成长期新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2018年开始规划或动

工的第一轮大陆芯片制造厂陆续投产，表明产品设

计和工艺技术等日趋成熟，随后多个芯片制造厂开

启了新一轮大规模设备采购大潮，长江存储和合肥

长鑫就是最典型的本土存储厂设备采购需求方。

根据长江存储披露，2019年公司已经正式量产

64层堆栈的3D� Nand，2020年开始逐步提升产能，

预计2020年底有望将产能提升至月产6万片的规

模，且2020年会生产128层堆栈3D� Nand。合肥长鑫

的DRAM产品也已宣布投产， 目前产能约2万片/

月，预计2020年底产能达4万片/月。 根据这些公司

的扩产节奏，预计将采购相应的设备材料。

中银国际证券表示，2019年下半年全球半导体

设备行业强势反弹及本土存储厂研发线量产后加

速扩产，2020年国内半导体设备行业处于很好的市

场环境，国产装备与材料品牌将在新的一年里获得

较快发展时期：一是设备与材料龙头经营规模延续

高速增长，二是之前尚未突破的离子注入机、光刻

机、涂胶显影、量测设备等将涌现一批后起之秀。 在

5G技术带动下半导体行业将全面复苏， 全球半导

体设备行业规模将上一个新台阶，并大概率创历史

新高。

8家半导体公司业绩预喜

行业景气度上行拐点临近

□

本报记者 杨洁

�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月13

日， 已有13家集成电路公司发布

2019年年报业绩预告，除了一家

公司不确定以外，8家公司业绩预

喜； 北斗星通、 大唐电信预计

2019年业绩首亏，三安光电业绩

大幅预减。

业内人士表示，半导体行业供

需两端全面向好，同时国产半导体

设备龙头厂商订单不断，都预示着

行业景气度上行拐点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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