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板市场爆发 LCD仍是“主菜”

本报记者 吴科任

近期，A股面板板块表现强势，LCD产品持

续涨价是重要推手。

“业绩开始兑现了” ，一位大型买方人士

直言，“面板价格稳在现有水平就足够了。 ” 同

时， 股价上涨与新型显示技术Mini/Micro�

LED明年上量预期有关。

业内人士指出， 尽管新型显示技术具备多

项LCD难以媲美的优势，但TV、笔记本等产品

使用的主流显示技术仍会是LCD， 其地位数年

内难以撼动。因此，LCD价格涨跌仍是扰动面板

厂商财务报表的最强因素。在产能规模、产业链

完整性、成本等方面，QD-OLED、OLED、Mi-

cro-LED等技术相比LCD短期难以占据优势。

这些技术定位于高端市场，代表未来发展趋势，

面板厂商需要重视。

涨势超预期

自6月份以来，TV面板价格持续上涨，特别

下半年以来上涨态势超预期。

方正证券电子行业分析师陶胤至根据群智

咨询发布的11月下旬价格数据测算，截至2020

年12月，55英寸以下LCD� TV面板价格相比今

年5月低点平均涨幅达70%，区间涨幅创历史新

高。 65英寸、75英寸由于国产10.5/11代生产线

产能爬坡供给带动， 价格涨幅不如55英寸以下

产品，但对应的涨幅也分别达34%与17%，预计

均在盈利水平以上。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集邦咨询拿到的价格走

势图显示，经过本轮涨价，32英寸、55英寸、65英

寸三个LCD� TV主流面板尺寸的价格水位线分

别攀升至2018年4月、2018年5月和2019年2月

的价格区域。

群智咨询数位分析师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 手机LCD面板涨价主要体现在低端LCD显

示屏幕，6月份以来价格涨幅在30%左右。 而

Monitor（显示器，不含工业用）主流模组同期

涨幅在15%左右，液晶面板同期涨幅为50%；笔

记本低端TN技术产品同期涨幅较大， 整体在

10%以上， 其他主流IPS技术产品涨幅在5%

-10%。

经营持续向好

第三季度以来，电视面板市场大幅回暖，面

板厂商经营利润率持续向好。陶胤至表示，第三

季度全球主要面板厂商均进入经营性盈利状

态。考虑到国产厂商成本更低，预计第四季度国

产面板厂商经营利润率有望领跑行业。

具体看，LG显示在经历连续6个季度经营

性亏损后第三季度实现盈利； 三星显示由于减

少了LCD的产能供应， 叠加小尺寸OLED产品

的持续拉货， 第二季度起面板经营性利润率首

先转好；京东方、TCL华星均在第二季度经营性

盈利开始转正。

今年前三季度，TCL科技大尺寸面板满销

满产， 实现销售面积2071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44.9%， 对应实现收入203.3亿元， 同比增长

50.9%； 中小尺寸面板实现销售面积97万平方

米， 同比下降3.6%， 对应实现收入 （含华显）

120.5亿元，同比增长8.7%。

京东方A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16.87亿

元，同比增长18.63%，归母净利润为24.76亿元，

同比增长33.67%。其中，公司第三季度实现营收

408亿元，同比增长33.04%，创历史新高；归母

净利润为13.40亿元，同比增长629.30%。

展望明年， 京东方表示，TV大尺寸化及体

育赛事的刺激将持续拉动需求增长，远程办公、

教育领域带来的IT需求持续高涨， 将进一步消

耗产能；供给方面，新增产能有限，预计全年面

板供需整体仍将处于平衡或平衡偏紧状态。

LCD竞争优势明显

今年上半年，LG显示和三星显示先后宣布

要在年底前退出LCD市场（计划有所延迟）。 从

产品技术路线看，LCD是一种相对成熟的显示

技术，依然具备足够的生命力。 业内人士指出，

其在TV市场应用成熟度高，成本相较于其他显

示技术竞争优势明显。

中信建投认为， 随着LCD面板向中国大陆

转移，LCD面板产业链日趋完善，上游材料（液

晶材料、偏光片、玻璃基板、靶材等）、中游加工

制造（清洗设备、刻蚀设备）、后续制程（切割、

电路板、 背光模组组装） 等基本完成国产化替

代。

群智咨询总经理李亚琴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从全球大尺寸LCD面板的出货面积排名

看，韩国厂商调整之后，京东方排名第一，TCL

华星第四。韩厂彻底退出LCD之后，到2022年京

东方的产能占比仍略有上升， 大概在全球占比

23%-24%。 ”

不过，韩厂并没有完全退出TV行业，而是

选择了新赛道。 “目前LG的白光OLED生产成

本仍较高， 主要由于大尺寸蒸镀工艺提升良率

难度大， 其次是有机发光材料损耗较大。 三星

QD-OLED技术理论上显示效果好于白光

OLED， 但产线资本开支太大， 料折旧成本较

高，竞争力有限。 ” 陶胤至说，围绕Mini� LED背

光的显示改良性方案， 上游LED产业基础已经

成熟，但仍需静待工艺成熟度提升带动成本下

降。

近期，A股面板板块表现

强势，LCD产品持续涨价是重

要推手。

“业绩开始兑现了” ，一位

大型买方人士直言，“面板价

格稳在现有水平就足够了。 ”

同时， 股价上涨与新型显示技

术Mini/Micro� LED明年上

量预期有关。

业内人士指出， 尽管新型

显示技术具备多项LCD难以

媲美的优势，但TV、笔记本等

产品使用的主流显示技术仍会

是LCD，其地位数年内难以撼

动。 因此，LCD价格涨跌仍是

扰动面板厂商财务报表的最强

因素。在产能规模、产业链完整

性、成本等方面，QD-OLED、

OLED、Micro-LED等技术

相比LCD短期难以占据优势。

这些技术定位于高端市场，代

表未来发展趋势， 面板厂商需

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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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程董事长唐国宏：

抢抓机遇深耕煤气化技术

□本报记者 杨洁

“一般而言，搞工程的缺乏核心技术，有

核心技术的又不懂工程设计， 我们成功地将

其融合在一起。 ” 航天工程董事长唐国宏近

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煤气化

是排污最低、效率最高的煤炭清洁利用方式，

在国家能源战略发展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我国环保政策越发严格， 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势在必行。

在中国证券报举办的第22届上市公司金

牛奖颁奖典礼上，航天工程董事长唐国宏获得

2019年度金牛企业领袖奖。 航天工程是国内粉

煤气化技术领导企业。 公司以航天粉煤加压气

化技术为核心，专业从事煤气化技术及关键设

备的研发、工程设计、技术服务、设备成套供应

及工程总承包业务。

煤炭高效洁净利用

中国证券报：疫情对公司的影响如何？

唐国宏：疫情对行业影响较大。 我们签的

一些合同因疫情管控、人员难以及时到场等因

素，开展工作受到影响，成本也有所增加。 在这

种情况下，预计今年业绩仍能保持与去年同一

水平甚至略好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中国证券报：“十四五” 期间煤炭经济尤

其是煤化工行业前景怎么判断？

唐国宏：煤化工的基本面没有变化。全世

界煤炭储量大约是石油储量的6.3倍，煤是一

个很好的资源。 我们国家缺油、少气、富煤，

用煤代替石油和天然气是国家级能源战略。

这种状况“十四五” 期间乃至更长时间不会

改变。

煤炭的用处多，我们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动

力、化肥、热能来自煤炭，但煤炭高效、洁净利

用率远远不够。 要实现煤炭高效洁净利用，煤

气化是重要途径。 煤气化技术是把煤炭变成氢

气和一氧化碳，其他污染物在气化过程中处理

掉。 煤气化技术是清洁能源技术，符合当前的

环保要求及高质量发展，“十四五” 以及今后

很长一段时间还会往这个方向走。 这是我们的

基本判断。

创新让我们兴奋

中国证券报：公司发布的“航天炉无烟粉

煤清洁高效转化技术”有何意义？

唐国宏：煤分为三类，无烟煤、烟煤、褐煤。

无烟煤属于煤化程度最高的煤， 含碳量90%以

上，就像一块石头，比较难气化。 无烟煤主要用

于制化肥和制甲醇。 以往只能使用传统的固定

床技术，利用效率低、污染物环保处理难度大。

我们发布的这套技术，可以有效解决无烟煤清

洁高效气化难题，并在晋煤集团华昱高硫煤洁

净利用化电热一体化示范项目一期年产百万

吨甲醇工程中成功使用，给煤化工企业和当地

无烟煤企业带来很大效益。

中国证券报： 后续公司如何持续创新驱

动，提高技术壁垒？

唐国宏：如何保证技术持续领先，这是我

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一方面要持续加大资金

和资源投入，另一方面要扩大合作，与股东、高

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伙伴展开广泛深入合

作。 此外，要加大激励奖励力度，帮助科研人员

承担研发创新风险。

我们拥有的一些优势同行无法比拟。 大股

东是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 其技术专业全面，

旗下拥有十多家研究所。 一些技术方面的难

题，我们可以与股东合作来解决。 航天人的骨

子里就是创新，创新让我们兴奋。

煤制氢是现实途径

中国证券报：公司在氢能方面有何规划和

布局？

唐国宏：现在氢能处在风口，其实并不是

新事物。 最早利用氢能的是航天系统，火箭发

动机用的就是液氢液氧，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

氢能制备、储存、运输等方面的经验。

氢的来源主要有三条路径，电解水、天然

气制氢、煤制氢。 从成本角度看，天然气制氢的

价格比煤制氢高一倍，而电解水大约比天然气

制氢高一倍。

我们认为最适合提供氢来源可能是煤制

氢。 电解水制氢太贵，而天然气少煤多，煤制氢

是最现实的途径。 我们的煤气化技术就是把煤

变成氢气及一氧化碳。 但这些氢气属于原料

氢，需要提纯到燃料氢。 我们正在研究煤基的

氢气制备和提纯技术。

我们计划在沧州建立中试实验基地，首先

给园区供氢气。 另外投资设立了氢能公司，在

条件具备情况下，为整个京津冀地区氢能布局

提供基础保障。

中国证券报：公司如何开拓海外市场？

唐国宏： 我们的国际化战略刚刚开始，国

际市场的煤化工其实也是刚刚开始。 在印尼、

印度、 澳大利亚等煤炭资源富集国家和地区，

我们在谈一些大项目，估计“十四五” 期间能

开花结果。

海外业务拓展主要沿着“一带一路” 。 煤

化工项目都比较大，我们会与当地大企业以及

国内拥有海外经验的知名化工企业合作，行稳

致远，相信能慢慢打开国际市场。

iPhone12系列两款机型紧俏

明年一季度苹果产业链旺季可期

□本报记者 张兴旺

12月3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北京西单苹

果零售店走访发现，iPhone12� Pro和iPhone12�

ProMax两款机型货源紧缺。 券商指出，该两款

机型销售优于预期，苹果持续调增产业链排单。

一家苹果iPhone产业链公司证代则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透露， 近期苹果iPhone12� Pro和i-

Phone12� ProMax方面的订单有所追加。

苹果iPhone� 12系列手机销量直接影响

产业链公司订单情况。 多家苹果iPhone产业

链公司预计， 明年一季度是苹果iPhone产业

链旺季。

两款机型货源紧缺

12月3日上午10时许， 在北京西单苹果零

售店内，不少前来购买iPhone12系列手机的用

户在排队等候。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该门店

iPhone12和iPhone12� mini现场即可购买。 但

iPhone12� Pro和iPhone12� ProMax需预约才

能购买，且只有少量版本有货。

“iPhone12� Pro只有海蓝色128GB版本

有货，iPhone12� ProMax只有256GB海蓝色版

本有货，128GB只有少量颜色有货，很紧俏。 ”

苹果零售店工作人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从线上渠道来看 ，iPhone12� Pro和 i-

Phone12� ProMax货源同样紧俏。 中国证券报

记者当日登陆苹果中国大陆官网发现， 北京的

消费者下单购买iPhone12� Pro预计发货时间

为3至4周，iPhone12� ProMax预计发货时间为

2至3周。 但iPhone12和iPhone12� mini下单

后，预计第二天送达。

华创证券认为，iPhone12系列手机销售情

况好于预期， 近期发售的旗舰机 iPhone12�

ProMax再次脱销， 产业链调研显示目前组装

端仍然处于加速爬坡状态，有望在近期爬至峰

值并保持至明年1月。 太平洋证券指出，i-

Phone12系列自10月初发布后，其供需与出货

一直都是资本市场的重点关注，目前需求仍然

超出预期，但供给无法跟上。 尤其是iPhone12�

Pro供货持续处在短缺状态。

产业链企业信心足

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指出，iPhone12与

iPhone12� mini的需求低于预期，而iPhone12�

Pro与 iPhone12� ProMax需求优于预期，i-

Phone整体出货优于预期。

中信建投最新发布的研报称， 由于 i-

Phone12� Pro及iPhone12� ProMax等机型销

售优于预期，苹果持续调增产业链排单，为产业

链明年上半年带来较高出货动能。

华南一家苹果iPhone产业链公司人士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现在我们满产，11月份

是旺季。从目前情况看，明年一季度订单量还不

错。” 另一家iPhone产业链公司证代则表示，苹

果iPhone的订单动态调整，苹果加单对产业链

拉动作用仍未知。但从目前情况看，明年一季度

会是苹果产业链旺季。

东山精密是苹果iPhone产业链公司。 11

月9日，东山精密董秘冒小燕在接受机构调研

时表示，因为疫情的原因，公司上半年（业

绩）受到了一些影响，三季度公司主要产品

受大客户新产品发布推迟的影响， 相比去年

同期新品业务收入占比减少。 但从大客户新

品备货看， 公司对今年四季度及明年一季度

市场充满信心。

涨势超预期

自6月份以来，TV面板价格持续上涨，特

别是下半年以来上涨态势超预期。

方正证券电子行业分析师陶胤至根据群

智咨询发布的11月下旬价格数据测算，截至

2020年12月，55英寸以下LCD� TV面板价格

相比今年5月低点平均涨幅达70%，区间涨幅

创历史新高。 65英寸、75英寸由于国产

10.5/11代生产线产能爬坡供给带动，价格涨

幅不如55英寸以下产品，但对应的涨幅也分

别达34%与17%，预计均在盈利水平以上。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集邦咨询拿到的价格

走势图显示， 经过本轮涨价，32英寸、55英

寸、65英寸三个LCD� TV主流面板尺寸的价

格水位线分别攀升至2018年4月、2018年5月

和2019年2月的价格区域。

群智咨询数位分析师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 手机LCD面板涨价主要体现在低端LCD

显示屏幕，6月份以来价格涨幅在30%左右。

而Monitor（显示器，不含工业用）主流模组

同期涨幅在15%左右， 液晶面板同期涨幅为

50%； 笔记本低端TN技术产品同期涨幅较

大，整体在10%以上，其他主流IPS技术产品

涨幅在5%-10%。

经营持续向好

第三季度以来， 电视面板市场大幅回

暖，面板厂商经营利润率持续向好。 陶胤至

表示，第三季度全球主要面板厂商均进入经

营性盈利状态。 考虑到国产厂商成本更低，

预计第四季度国产面板厂商经营利润率有

望领跑行业。

具体看，LG显示在经历连续6个季度经

营性亏损后第三季度实现盈利； 三星显示由

于减少了LCD的产能供应， 叠加小尺寸

OLED产品的持续拉货， 第二季度起面板经

营性利润率首先转好；京东方、TCL华星均在

第二季度经营性盈利开始转正。

今年前三季度，TCL科技大尺寸面板满

销满产，实现销售面积2071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44.9%，对应实现收入203.3亿元，同比

增长50.9%； 中小尺寸面板实现销售面积9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6%，对应实现收入（含

华显）120.5亿元，同比增长8.7%。

京东方 A前三 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

1016.87亿元，同比增长18.63%，归母净利润

为24.76亿元，同比增长33.67%。 其中，公司

第三季度实现营收408亿元 ， 同比增长

33.04%，创历史新高；归母净利润为13.40亿

元，同比增长629.30%。

展望明年， 京东方表示，TV大尺寸化及

体育赛事的刺激将持续拉动需求增长， 远程

办公、 教育领域带来的IT需求持续高涨，将

进一步消耗产能；供给方面，新增产能有限，

预计全年面板供需整体仍将处于平衡或平衡

偏紧状态。

LCD竞争优势明显

今年上半年，LG显示和三星显示先后宣

布要在年底前退出LCD市场 （计划有所延

迟）。 从产品技术路线看，LCD是一种相对成

熟的显示技术，依然具备足够的生命力。业内

人士指出，其在TV市场应用成熟度高，成本

相较于其他显示技术竞争优势明显。

中信建投认为， 随着LCD面板向中国大

陆转移，LCD面板产业链日趋完善，上游材料

（液晶材料、偏光片、玻璃基板、靶材等）、中

游加工制造（清洗设备、刻蚀设备）、后续制

程（切割、电路板、背光模组组装）等基本完

成国产化替代。

群智咨询总经理李亚琴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从全球大尺寸LCD面板的出货面

积排名看，韩国厂商调整之后，京东方排名第

一，TCL华星第四。 韩厂彻底退出LCD之后，

到2022年京东方的产能占比仍略有上升，大

概在全球占比23%-24%。 ”

不过， 韩厂并没有完全退出TV行业，而

是选择了新赛道。 “目前LG的白光OLED生

产成本仍较高， 主要由于大尺寸蒸镀工艺提

升良率难度大， 其次是有机发光材料损耗较

大。 三星QD-OLED技术理论上显示效果好

于白光OLED，但产线资本开支太大，料折旧

成本较高，竞争力有限。 ” 陶胤至说，围绕

Mini� LED背光的显示改良性方案， 上游

LED产业基础已经成熟， 但仍需静待工艺成

熟度提升带动成本下降。

面板市场爆发 LCD仍是“主菜”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市场火热

钛白粉掀新一轮涨价潮

□本报记者 何昱璞

钛白粉再度迎来涨价潮。继中核钛白、龙

蟒佰利、天原集团等公司12月2日提价后，惠

云钛业12月3日晚间公告， 公司价格委员会

决定， 从即日起在现有钛白粉销售价格基础

上，上调公司钛白粉销售价格。 其中，国内销

售价格上调500元/吨， 出口价格上调100美

元/吨。

今年以来，钛白粉价格开启上涨模式，特

别是下半年以来提价步伐加快。 以中核钛白

为例，公司今年以来已7次上调钛白粉价格。

原材料价格涨势猛

钛白粉涨价的重要驱动因素是成本快速

提升。 国内某钛白粉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今年以来钛精矿和硫酸价格涨势

迅猛。钛精矿价格下半年持续攀升，目前每吨

价格达到2500元左右， 而春节前每吨仅为

1200元。 年前硫酸价格一度每吨不足10元，

目前硫酸价格每吨达到350元，涨幅为35倍。

业内人士指出， 近期钛精矿上涨的主要

原因在于原矿产量减少， 进而导致钛精矿整

体产量减少。而钛白粉企业开工率高企，导致

整个市场供不应求。 据行业数据， 从9月开

始，钛精矿价格连续上涨，目前价格已达到近

三年来高点。除钛精矿外，部分钛白粉主产区

的硫酸价格出现不同幅度上涨。 硫酸属于危

化品，受到运输半径的限制，每个产区之间价

格略有差异。由于下游需求旺盛，硫酸价格总

体涨幅明显。

按照每吨钛白粉消耗2.5吨钛精矿和4吨

硫酸计算， 目前钛白粉物料成本每吨增加已

超过千元。由于钛精矿、硫酸等成本价格快速

变动，钛白粉销售价格跟涨。从近期上市公司

发布的公告看， 产品提价幅度已从原先国内

每吨提价500元的固定涨幅， 改变为每吨提

价700元-1000元。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需求旺盛，后期钛矿

价格仍有上涨的趋势。 钛白粉企业为保证盈

利水平，会随之上调价格。上述企业人士则表

示，“虽然产品价格上涨，但相对原材料涨价

有些滞后。 一般而言，2000元/吨钛精矿价格

对应每吨钛白粉价格应该在20000元左右，

但现在的销售价格大致在每吨16000元。 ”

海内外市场需求两旺

从钛白粉需求端看，国金证券研报指出，

国内疫情防控向好，后续恢复速度快。而海外

疫情常态化明显， 海外龙头企业开工率始终

处于低位。 这为国内钛白粉企业出海抢占市

场份额提供了机会。

从供给端看， 目前国内主要钛白粉生产

企业产量整体稳定， 大部分厂家抓住海外市

场机遇， 在海外龙头企业供给不足和产品存

在价差的情况下抢占市场份额。 当前供应情

况依然紧张，市场现货库存低位，预计钛白粉

价格将维持高位。

受新兴市场需求拉动， 且国内钛白粉价

格优势明显，钛白粉出口需求持续旺盛。数据

显示， 全球钛白粉需求年增速在3%-5%。

2019年钛白粉累计出口100.34万吨，同比增

长10.5%。 预计2020年钛白粉出口量将创历

史新高。

同时，国内需求增速迅猛。上述企业人士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虽受疫情影响，但公司

已经完成上年全年的任务。下半年市场火热，

目前订单饱满，订单已排至明年一季度。

在钛精矿产量有限的情况下， 下半年以

来，国内钛白粉龙头纷纷加速延伸产业布局。

龙蟒佰利9月29日发布公告称， 全资子

公司四川龙蟒矿冶拟与攀国投、钢城集团、钒

钛投资基金、 安宁股份成立合资公司钒钛资

源，以稳定攀枝花地区钒钛矿产品价格。

继龙蟒佰利之后，中核钛白于11月17日

宣布，与攀枝花政府达成合作，拟在攀枝花设

立独立法人企业， 全面实施在攀枝花地区的

投资，计划在攀枝花完成总投资约150亿元，

重点在“钛资源+氧化钛+金属钛” 领域开展

投资。

华创证券指出，国内钛精矿产量的90%集

中在四川，钛白粉产能扩张受到明显约束。 钛

精矿自给率成为企业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 钛

白粉企业纷纷进入攀枝花，有利于公司平抑原

材料价格波动，增强原料采购的稳定性。

2018年1月至2020年11月面板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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