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季营收和净利润均创新高

中芯国际大幅上调资本开支至67亿美元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再创佳绩。 内地芯片制造龙头中芯国际8月6日晚发布第二季度财报，收入和净利润均创单季历史新高。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8亿美元，环比增长3.7%，同比增长18.7%；净利润为1.38亿美元，环比增长115.8%，同比增长644.2%；毛利率为26.5%，环比提高0.7个百分点。 收入环比增速和毛利率均落在业绩指引范围。

中芯国际一季报宣布将今年计划资本开支由2019年年报披露的约32亿美元提高至约43亿美元。 此次再度上调资本开支计划，由约43亿美元增加至约67亿美元。 增加的资本开支主要用于机器及设备扩充。

先进制程收入占比提高

中芯国际 先进制 程（28nm及以 下）业务收 入占比 进一步 提高。 自 去年四季 度 14nm开始 量产，中 芯国际就 分列 14nm与 28nm的收入 占比，但 此次季报 将其合 在一起 进行披 露。 数据显 示，公司 先进制 程收入占 比达到 9 . 1 % ，环比提 高 1 . 3个百 分点。 横向 看，中芯 国际的 先进制 程收入占 比与全 球晶圆 代工龙头 台积电 仍有较 大差距 ，但相比一 季度有 了一定 缩小。

中芯国际二季度通讯业务收入占比为46.9%，环比同比均下降2个百分点；消费电子业务收入占比为36.9%，环比增长1.5个百分点，同比增长5.8个百分点；计算机业务收入占比为5.9%，环比提高0.8个百分点。

中芯国际二季度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收入占比为66.1%，环比提高4.5个百分点；来自总部位于美国地区公司的收入占比为21.6%，环比下降3.9个百分点。

产能方面，折合成8英寸计算，中芯国际二季度月产能为48.02万片，环比增加4150片/月。 其中，天津200mm晶圆厂和控股的上海300mm晶圆厂产能有不同程度提高，前者增加1万片/月，后者增加4500片/月。 公司二季度产能利用率达到98.6%，环比提高0.1个百分点，同比增加7.5个百分点。

芯片需求依然强劲

中芯国际给出的三季度业绩指引为：季度收入环比增长1%-3%，毛利率介于19%-21%，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经营开支将介于2.2亿-2.35亿美元。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和梁孟松表示：“尽管宏观环境仍在变化，但芯片需求依然强劲。 二季度成熟技术应用平台需求旺盛，消费电子类收入增长显著，先进工艺业务稳步推进。 公司产能利用率维持高位，扩充产能将逐步释放，预计三季度营收持续成长。 ”

除了中芯国际，其他晶圆厂对三季度行业景气度均表示乐观。

台积电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发展5G是行业趋势，HPC（高性能计算机）需求非常旺盛。 公司注意到，客户都在积极为5G和HPC这两个应用做准备。 此外，公司观察到客户都在努力确保其供应链的安全性。 公司动态地与客户紧密合作，试图填补产能，“长远看仍然很乐观。 ”

值得关注的是，台积电上修今年资本开支10亿美元至160亿-170亿美元。 其2018年为105亿美元，2019年为149亿美元。 “资本支出是从长期角度考虑的。 今年的资本支出主要表明5nm需求强劲。 我们开始启动3nm技术，明年试产3nm作为目标，2022年下半年正式量产。 ”台积电指出。

联华电子总经理王石认为，当前市场前景显示晶圆需求仍然强劲。

政策支持集成电路产业

国务院日前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包括财税、投融资、研究开发、进出口、人才、知识产权、市场应用、国际合作八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大力培育集成电路领域和软件领域企业。

作为内地技术最先进、配套最完善、规模最大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集团，各方对中芯国际寄予厚望。 如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28nm（含），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十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同时，“进口设备、材料、零配件免关税，中芯国际等先进制造企业有望受益。 ”中信证券电子组首席分析师徐涛表示。

徐涛介绍，中芯国际子公司中芯上海、中芯天津及中芯北京分别自2004年、2013年、2015年起享受“五免五减半”政策，中芯北方（28nm）及中芯南方（14nm及以下）由于2019年尚未盈利，故尚未开始享受所得税减免。 假设中芯北方2021年开始盈利并计算免税期，按照每年8亿美元收入、10%净利率计算，2026年-2030年期间，从“五免五减半”切换到“十年免税” ，每年所得税将下降约1000万美元。

目前中芯国际南北出击，先进制程与成熟制程齐头并进。 近期中芯南方获得国家大基金二期和上海集成电路二期共同注资22.5亿美元。 同时，中芯国际科创板上市募资中的80亿元也要投入到中芯南方。

另外，中芯国际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成立合资企业从事发展及运营聚焦于生产28nm及以上集成电路项目。 项目首期计划投资76亿美元，首期计划最终达成每月约10万片的12英寸晶圆产能。 二期项目将根据客户及市场需求适时启动。

先进制程主要应用于手机应用处理器、基带芯片、加密货币和高性能计算等领域。 电源管理芯片、图像传感器、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MEMS、射频、功率半导体等均主要采用成熟制程，对应着物联网、汽车电子等多个近年来快速崛起的新兴应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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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家消费电子产业链公司上半年盈利

□本报记者 张兴旺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6日晚记者发稿

时，消费电子产业链9家A股公司发布半年报，

8家公司实现盈利。

有券商分析师表示，下半年伴随苹果新手

机发布，看好5G手机与AIoT带动消费电子行

业重回创新与成长轨道，消费电子龙头公司业

绩向好。

“在线”需求激增

8月6日市调机构Strategy� Analytics发

布的报告显示，第二季度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

达4330万台，同比增长17%，增长率创六年来

新高。 川财证券指出，“宅经济”快速发展，在

线教育、在线办公需求激增，带动PC、平板电

脑等使用量提升。

据市调机构Canalys发布的数据， 供应

问题得到缓解， 全球PC市场在第二季度强

劲复苏。 该季台式机、笔记本和工作站全球

市场总出货量达到7290万台， 同比增长

9%。 Canalys认为，这完全抵消了第一季度

出货的颓势，2020年上半年总出货量同比

增长1%。

平板电脑、 笔记本等产品出货量增长，消

费电子产业链公司受益。 Wind数据显示，在

发布半年报的9家消费电子产业链A股公司

中，8家公司实现盈利，5家公司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欧菲光主营影像模组、光学镜头、微电

子和触控产品等。 上半年欧菲光实现营业

收入234.65亿元，同比下降0.53%；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2亿元，同比增

长2290.28%。 欧菲光表示，报告期内部分大

客户订单增加， 光学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

长，摄像头模组和光学镜头出货量提升。 同

时， 受益于大客户平板电脑销量增长和触

控业务结构优化， 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持续

改善。

长信科技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1.1亿元，

同比下降3.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4.91亿元，同比增长11.37%。 光大证券指

出， 作为可穿戴设备显示模组市场龙头企业，

公司在领域内深耕细作，赢得了全球知名品牌

客户资源，持续获取订单能力和全球市占率不

断提升。

申万宏源指出， 消费电子核心赛道维持

高景气，如光学、TWS耳机、智能机ODM、终

端软板等。 具备全球化产能布局的歌尔股份、

立讯精密等企业具有较好的产能平抑属性。

上半年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消费电子产业链

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PC、平板电脑产业链受

益于远程办公、“宅经济” 等催化，上半年景

气度无虞。

景气度将提升

华福证券认为，从消费电子板块优质龙头

公司半年报业绩预期看，下半年消费电子龙头

公司仍将维持向好趋势。 5G将带来新的消费

需求，包括新一轮换机潮。 按照龙头公司业绩

驱动的逻辑，建议关注苹果产业链与华为产业

链相关标的。

顺络电子主要从事精密高端电子元器件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上半年顺络电子实现营

业收入14.42亿元，同比增长18.45%；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2亿元， 同比增

长24.09%。

瀛通通讯主要产品包括耳机、 声学零

件及数据线， 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型智能

终端、 数码音视频电子产品和其他消费类

电子等领域。 上半年瀛通通讯实现营业收

入5.33亿元，同比增长3.49%；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4.13万元，同比增

长1.44%。

Canalys发布的报告指出，今年第二季度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为2.85亿台，同比下

降14%，连续两个季度大幅下滑。

中金公司指出， 下半年看好5G手机与

AIoT带动消费电子行业重回创新与成长轨

道，iPhone12、 苹果配件 、 安卓 5G手机、

AR/VR等都值得期待。申万宏源看好消费电

子需求复苏。伴随下半年苹果新机的发布，消

费电子产业链有望迎来递延需求的回补。 国

海证券认为， 疫情不会改变5G换机趋势，

2020年仍是5G手机渗透率快速提升的一年。

后续5G应用将是市场关注焦点，TWS耳机、

AR/VR等新兴应用有望接棒5G手机成为消

费电子增长新的动力。

8月多晶硅

延续供不应求态势

□本报记者 刘杨

8月5日中国有色工业协会硅业分会发布的数

据显示，国内多晶硅价格延续回升走势。业内人士预

计，8月国内硅料供应紧缺程度更甚，而需求仍在增

长。供需紧张或导致硅料持续涨价，高景气有望延续

超过18个月。

受益于光伏行业景气度提升及产品涨价， 今年

以来，Wind光伏指数累计上涨40.81%。 锦浪科技、

捷佳伟创、迈为股份、隆基股份等多家光伏上市公司

今年以来股价翻倍。

硅料持续涨价

8月份国内硅料供应紧缺程度加剧， 供需紧张

导致硅料进一步涨价。 中国有色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8月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本周多晶免洗料价格区间

在5.8万-6.5万元/吨，成交均价上涨至6.12万元/吨，

周环比涨幅为18.83%；单晶复投料价格区间在8.2万

-8.8万元/吨，成交均价上涨至8.64万元/吨，周环比

涨幅为8.54%。

分析人士指出，硅料价格继续大幅上涨，主要原

因在于新疆地区多晶硅企业半数以上产能检修减

产。 同时，下游硅片扩产产能持续释放，导致供不应

求的状况愈发明显。 此外， 近期新疆地区受疫情影

响，产品运输及人力成本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支撑

了本周硅料价格的区间高点。

截至目前，国内在产多晶硅企业为11家。 其中，

正在进行检修的为4家，均集中在新疆地区。 中国有

色工业协会硅业分会预计，8月份硅料总产出预计

将环比下降15%左右。其中，新疆地区多晶硅产量预

计环比减少30%，相比6月份的正常产量则大幅减少

约48%。

国泰君安徐云飞指出， 光伏硅片价格时隔一周

再度上调，超出市场预期，并为硅料涨价再度打开空

间。 预计硅料将继续涨价至90元/公斤以上，后续有

望冲击100元/公斤。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硅料

没有新增产能，而需求将持续增长，高景气期有望超

过18个月。

产业链迎良机

上游硅料供应短缺加剧，导致价格大幅调涨，产

业链下游随之提价。 隆基股份分别于7月24日和7月

31日对单晶硅片价格进行了调整，P型M6� 175μm

厚度、P型158.75/223mm� 175μm厚度的单晶硅片

最新价格分别为每片3.03元和2.90元，与7月24日公

布的价格相比每片分别上涨0.3元和0.27元，涨幅超

过10%。

隆基股份有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7月24日调价时， 没有考虑到多晶硅价格涨得如此

迅猛， 后续多晶硅价格从56元/公斤快速上涨到80

元/公斤，平均到每片硅片的硅料成本上涨0.4元/片

左右。 7月31日，公司将硅料成本上涨的部分加到硅

片价格中，再次进行调价。

通威股份宣布调涨8月电池片定价， 多晶电池

和单晶PERC电池全面提价。 其中，多晶电池提价至

0.54元/瓦，与7月价格相比上涨8%；单晶PERC电池

提价至0.87元/瓦，与7月价格相比上涨11.54%。

天风证券预计，8月份国内硅料市场供不应求

程度更甚。 考虑到上游硅料仍然存在调价可能，预

计硅片和电池片价格可能继续调整。 平安证券表

示，本次产业链价格上涨主要发生在多晶硅料和电

池片环节，预计这两个环节头部企业盈利水平将明

显提升。

有业内人士表示， 多晶硅价格上涨可能会持续

一段时间，“多晶硅价格自从2018年开始处于下降

通道，一直跌到今年4月份。 随着下游需求改善，价

格存在上涨的基础。从供给端看，今年年初韩国两大

多晶硅生产商宣布退出多晶硅业务， 全球第二大多

晶硅生产企业德国瓦克化学宣布降低产能。 市场需

求方面， 今年下半年海内外市场装机需求将加速释

放， 从三季度开始硅料下游各环节扩产项目陆续落

地， 硅料产能相对硅片需求整体仍将出现供不应求

的情况。 ”

7月份以来，光伏板块27家A股公司股价全部上

涨。其中，通威股份、阳光电源、鄂尔多斯、隆基股份、

特变电工等涨幅超过30%，锦浪科技、捷佳伟创、迈

为股份等公司今年以来股价实现翻倍。

光大证券认为，下游光伏需求景气提升，按照目

前硅料产能情况，供给仍处于偏紧状态。国内扩产的

硅料产能2022年才能有效释放，2021年硅料价格仍

有支撑。

供应量放大 玉米价格回调

□本报记者 潘宇静

8月6日， 国家临时存储玉米进入第11轮

交易竞价环节， 前期高价的玉米出现回调，每

吨成交均价下降约35元。

分析人士认为，短期玉米流通市场供应量

会持续放大，“新玉米要上市， 陈玉米还没有

消化完，而下游市场表现不温不火。 ”

玉米每吨降价35元

国家临时存储玉米第11轮交易结果显

示，2015年产玉米成交均价为2005元/吨。在7

月30日的竞价交易中，2015年产玉米成交均

价为2040元/吨。

“成交价格回调，但回调幅度较小，溢价

仍延续高位。 ”卓创资讯玉米行业高级分析师

邹骏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从此次拍卖情况

看，玉米价格上涨预期减弱了。

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邹骏认为，前

期潜在供应压力兑现，随着时间推移，出货量

将越来越多；预计9月上旬华北新玉米开始上

市，8月中下旬华中的一些春玉米陆续上市，

离新季玉米上市时间越来越近，这些都会体现

在供应压力上。此外，终端实际需求处于弱势，

价格上涨动力不足。

恒泰期货研究团队表示，2020年临储玉

米拍卖持续火爆。 同时，今年生猪复养进程加

快，生猪存栏量逐月恢复，促使玉米饲料需求

大幅回升，且当前深加工库存偏空。

饲料企业仍面临成本压力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相关上市公司了解到，

玉米价格上涨利好种子生产企业，但饲料企业

面临成本上升压力。

有种子行业上市公司董秘表示，玉米价格

创新高，利好整个种业，可提升农民种粮积极

性。 一般11月份销售玉米种子，后期要看市场

走势及政策的影响。另一家上市公司相关负责

人称，玉米种子销量主要看市场的认可度和种

子质量等因素。 玉米种子近几年库存量较大，

市场竞争激烈。

从事饲料生产的某龙头公司相关人士表

示，8月6日的玉米竞拍价格下降幅度不大，对

公司影响较小。 玉米是公司的主要原料，玉米

涨价会增加畜牧行业成本。

上述公司人士表示，制作的配方首先会根

据成本，如果玉米价格贵，会选择一些替代原

料，但生猪养殖不能不吃玉米，虽然有替代配

方，公司还是需要支付玉米的部分溢价。

“玉米价格变动直接影响下游企业生产成

本，玉米在饲料中占有重要位置。 ” 邹骏表示，

7月以来主流大型饲料企业价格已上调多次。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先进制程收入占比提高

中芯国际先进制程（28nm及以下）业务

收入占比进一步提高。自去年四季度14nm开

始量产， 中芯国际就分列14nm与28nm的收

入占比，但此次季报将其合在一起进行披露。

数据显示， 公司先进制程收入占比达到

9.1%，环比提高1.3个百分点。横向看，中芯国

际的先进制程收入占比与全球晶圆代工龙头

台积电仍有较大差距， 但相比一季度有了一

定缩小。

中芯国际二季度通讯业务收入占比为

46.9%，环比同比均下降2个百分点；消费电子

业务收入占比为36.9%， 环比增长1.5个百分

点，同比增长5.8个百分点；计算机业务收入占

比为5.9%，环比提高0.8个百分点。

中芯国际二季度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地

区的收入占比为66.1%， 环比提高4.5个百分

点； 来自总部位于美国地区公司的收入占比

为21.6%，环比下降3.9个百分点。

产能方面，折合成8英寸计算，中芯国际

二季度月产能为48.02万片，环比增加4150片/

月。 其中， 天津200mm晶圆厂和控股的上海

300mm晶圆厂产能有不同程度提高， 前者增

加1万片/月，后者增加4500片/月。 公司二季

度产能利用率达到98.6%，环比提高0.1个百分

点，同比增加7.5个百分点。

芯片需求依然强劲

中芯国际给出的三季度业绩指引为：季

度收入环比增长1%-3%， 毛利率介于19%

-21%，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经营开支将介

于2.2亿-2.35亿美元。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和梁

孟松表示：“尽管宏观环境仍在变化， 但芯

片需求依然强劲。二季度成熟技术应用平台

需求旺盛，消费电子类收入增长显著，先进

工艺业务稳步推进。 公司产能利用率维持高

位，扩充产能将逐步释放，预计三季度营收

持续成长。 ”

除了中芯国际， 其他晶圆厂对三季度行

业景气度均表示乐观。

台积电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 发展5G是

行业趋势，HPC（高性能计算机）需求非常旺

盛。公司注意到，客户都在积极为5G和HPC这

两个应用做准备。 此外，公司观察到客户都在

努力确保其供应链的安全性。 公司动态地与

客户紧密合作， 试图填补产能，“长远看仍然

很乐观。 ”

值得关注的是， 台积电上修今年资本开

支10亿美元至160亿-170亿美元。 其2018年

为105亿美元，2019年为149亿美元。“资本支

出是从长期角度考虑的。 今年的资本支出主

要表明5nm需求强劲。 我们开始启动3nm技

术，明年试产3nm作为目标，2022年下半年正

式量产。 ” 台积电指出。

联华电子总经理王石认为， 当前市场前

景显示晶圆需求仍然强劲。

政策支持集成电路产业

国务院日前印发 《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

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包

括财税、投融资、研究开发、进出口、人才、知

识产权、市场应用、国际合作八个方面的政策

措施，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大

力培育集成电路领域和软件领域企业。

作为内地技术最先进、配套最完善、规模

最大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集团， 各方对中芯

国际寄予厚望。 如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

小于28nm（含），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集

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 第一年至第十年免

征企业所得税。 同时，“进口设备、材料、零配

件免关税， 中芯国际等先进制造企业有望受

益。 ” 中信证券电子组首席分析师徐涛表示。

徐涛介绍，中芯国际子公司中芯上海、中

芯天津及中芯北京分别自2004年、2013年、

2015年起享受“五免五减半” 政策，中芯北方

（28nm）及中芯南方（14nm及以下）由于

2019年尚未盈利， 故尚未开始享受所得税减

免。 假设中芯北方2021年开始盈利并计算免

税期， 按照每年8亿美元收入、10%净利率计

算，2026年-2030年期间，从“五免五减半”

切换到 “十年免税” ， 每年所得税将下降约

1000万美元。

目前中芯国际南北出击， 先进制程与成

熟制程齐头并进。 近期中芯南方获得国家大

基金二期和上海集成电路二期共同注资22.5

亿美元。 同时，中芯国际科创板上市募资中的

80亿元也要投入到中芯南方。

另外， 中芯国际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成

立合资企业从事发展及运营聚焦于生产

28nm及以上集成电路项目。 项目首期计划投

资76亿美元， 首期计划最终达成每月约10万

片的12英寸晶圆产能。 二期项目将根据客户

及市场需求适时启动。

先进制程主要应用于手机应用处理器、

基带芯片、加密货币和高性能计算等领域。 电

源管理芯片、图像传感器、嵌入式非易失性存

储、MEMS、射频、功率半导体等均主要采用

成熟制程，对应着物联网、汽车电子等多个近

年来快速崛起的新兴应用市场。

单季营收和净利润均创新高

中芯国际大幅上调资本开支至67亿美元

� 再创佳绩。内地芯片制造龙

头中芯国际8月6日晚发布第二

季度财报，收入和净利润均创单

季历史新高。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9.38 亿 美 元 ， 环 比 增 长

3.7%，同比增长18.7%；净利

润为1.38亿美元， 环比增长

115.8%，同比增长644.2%；毛

利率为26.5%，环比提高0.7个

百分点。收入环比增速和毛利率

均落在业绩指引范围。

中芯国际一季报宣布将今

年计划资本开支由2019年年报

披露的约32亿美元提高至约43

亿美元。此次再度上调资本开支

计划， 由约43亿美元增加至约

67亿美元。 增加的资本开支主

要用于机器及设备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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