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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在全球缺芯潮之下，厂商
掀起涨价潮，芯片股也应声上涨。机构
调研了恒玄科技、思瑞浦、捷捷微电、宏
达电子等9家芯片概念股。机构调研的
芯片股中，思瑞浦涨幅最高，达16.37%。

在全球缺芯潮推动下，美股半导体
自2020年12月下旬启动牛市行情以来，
半导体设备率先历史新高走出独立行
情，明显领先于制造和设计，此为半导体
周期处于早期的典型特征，科技周期启
动中。

每当景气周期来临中，供给周期都
会遵循半导体投资时钟，为了研究推演
后续的走势规律，我们先将半导体分成
需求周期和供给周期。

1、设备先行：上游设备的景气度最
敏感，而且最前置，由于设备制备运输安
装的周期接近1年，所以中游制造会提前
一年开动订单，从而造成设备板块的提
前景气；

2、制造接力：中游制造会在此阶段
享受主动补库存的量价齐升(早期扩产的
涨价为主涨量为辅、扩产后期的涨价为
辅涨量为主)；

3、材料缺货：在中游制造大扩产之
后，产能和用料都会大幅增加，导致材料
的供不应求，从而形成周期性出现的“硅
片危机”。

我们复盘2016年Q3到2018年Q1，
上一轮半导体周期的运行情况，也基本
上符合这种规律推导：

1)15年Q3~17年Q4，全球半导体设
备巨头(应用材料、泛林、科磊、奥宝、
ASML)，集体比制造提早一年开始涨。

2)16年Q3~17年Q4，全球半导体制
造巨头(台积电、三星、镁光、京东方、海力

士)，整个板块由于量价齐升开始涨。
3)17年Q1~18年Q1，全球半导体材

料巨头(信越化学、SUMCO、OLED、康
宁)，由于中游产能扩充太快，开始补涨。

在传统的经济供需规律中，半导体
大宗商品价格是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共
同决定，而在商品市场中，供给端又可以
被拆分为产能和库存两部分，前者是未
来的供给能力，后者是历史产出的累积，
二者均是供给端的重要影响因素。

自20年二季度开始，半导体行业出
现明显的供需剪刀差。剪刀差分为三个
阶段，我们聚焦于最近一年和未来三年
的情况：

第一阶段(2020年Q1~2020年Q2)量
价齐跌：主动去库存，需求由于疫情冲击

暴跌。供给由于不能开工暴跌。
第二阶段(2020年Q3~2021年Q3)量

平价升：被动去库存，经济刺激叠加疫情
带动线上经济和新能源车爆发式创新使
得上游需求暴涨，有效存量供给都在欧
美日受疫情冲击，供给有所下滑。

第三阶段(2021年Q4~2022年Q4)量
价齐升：主动补库存，全球各大晶圆厂加
大资本支出，但是有效产能的开出得到
2022年以后，但是需求持续高企，会形成
主动补库存态势。

我们正处于剪刀差不断扩大的第二
阶段，究其原因，是供给刚性+需求弹性
的结果，但这次具备两个重大变化：

一、需求弹性巨大：这是三重创新的
历史性叠加，5G 基建+换机、碳中和(电

车+风光电新能源)和无人驾驶(计算革
命)，不仅仅是信息革命，而且叠加了半导
体推动的能源革命，其背后都是半导体。

二、供给刚性：正常情况下晶圆厂扩
产周期在12~24个月，在去年疫情对需求
的冲击下，各大晶圆厂都未及时调整扩
产节奏，我们预期新一轮产能供给最早
也要到今年年底开出，真正的可观且有
效的产能开出在明年二季度以后。以闻
泰科技的Nexperia上海12寸线为例设计
产能 40 万片每年，要到 2022 年 Q2 才能
开出。

结论，供需剪刀差的扩张刚刚开始，
会有几个机会：

1、产能为王：产能成为这个时期最
确定的机会，晶圆厂成为所有下游创新
的底盘。

2、设备先行：涨价的背后是缺货，缺
货的背后是扩产大潮将至，设备将迎来
一轮强劲增长。

3、产能本土：与以往基于全球化背
景下的产能扩产周期不同，此次产能扩
充将会在国产化和去A化的大框架下运
行。

我们建议关注三大机会：
1、晶圆厂制造的机会：华润微、长电

科技、闻泰科技、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
士兰微、捷捷微电、扬杰科技、晶方科技、
通富、华天、TCL、京东方、三安集成；

2、设备扩产的机会：北方华创、屹唐
半导体、盛美半导体、万业、华峰测控、长
川、至纯、大族、华海、中微、精测、晶盛；

3、材料本土化的机会：中环股份、沪
硅产业、立昂微、江丰电子、雅克科技、晶
瑞股份、杉杉、三利谱、安集科技、神工股
份。 （方正证券）

全球“缺芯”
供需剪刀差的扩张刚刚开始

4 月初，各大券商 2020 年年报密集
出炉。截至 4 月 2 日，数据显示，A 股 49
家上市券商中，已有 30 家披露 2020 年

“成绩单”，超过半数。
2020年年报数据显示，营收方面，共

15 家券商超过 100 亿元。净利润方面，
有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华泰
证券、广发证券等 5 家券商突破百亿规
模。而2019年，国内所有券商中，仅有中
信证券和海通证券 2 家的净利润超过
100亿元。

就在这时候，中信证券获第一大股
东增持，9天扫货27亿。

15家券商营收超过100亿元。具体
来看，中信证券以 543.82 亿元的营收规
模排名第一，也是唯一一家营收突破500
亿元的上市券商。海通证券、国泰君安、
华泰证券紧随其后，营收突破300亿元，
分别达 382.19 亿元、352.00 亿元、314.44
亿元。

其他指标方面，截至2020年末，中信
证券总资产达 1.05 万亿元，成为国内首
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资产规模过万亿
元的证券公司。

值得关注的是，从目前的年报披露

情况看，券商行业的集中度出现进一步
提升。

中证协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0 年度，证券行业共实现营业收入
4484.79 亿元，同比增长 24.41%；实现净
利润1575.34亿元，同比增长27.98%。

已披露 2020 年年报的 30 家上市券
商合计实现净利润在1260亿元以上，占
行业净利润总额的80%多，证券行业“马
太效应”在2020年进一步加剧。

根据目前发布的券商年报，营收水
平排名前五位的券商，分别为中信证券、
海通证券、国泰君安、华泰证券、申万宏
源。这 5 家券商 2020 年的营收总和为
1885.94亿元，在行业中占比为42.05%。

2019年年报显示，中信证券、海通证
券、国泰君安、华泰证券、申万宏源的营
收 分 别 为 431.40 亿 元 、344.29 亿 元 、
299.49 亿元、248.63 亿元、167.68 亿元，
1491.49 亿元的总营收水平，在 2019 年
3604.83 亿元的行业总营收中，占比为
41.37%。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趋势，在券商
“一哥”中信证券身上，体现的非常典
型。2020 年，中信证券营收实现 543.82

亿 元 ，在 行 业 总 营 收 中 占 比 高 达
12.12%。2019 年，中信证券营收在行业
中的占比为11.97%。

中信证券4月2日晚间公告，中信股
份自 3 月 22 日至 4 月 1 日持续在二级市
场增持中信证券H股股份，合计增持股
份数量达到 1.56 亿股，增持比例达到中
信证券已发行股份的 1.21%。以均价
17.31港元来粗略计算，中信股份这笔增
持耗资约27亿港元。

值得一提的是，中信证券 H 股有大
股东加持出现一波反弹，但 A 股今年却
已经下跌17.93%。3月22日~4月1日大
股东增持 H 股区间，其 A 股股价涨幅仅
为0.75%。

中信证券股价表现不佳很大原因在
于其配股计划——众所周知，由于配股
需要老股东拿出真金白银来进行参与，
否则配股后除权将直接蒙受巨额损失，
因此配股多数时候不受投资者“待见”，
尤其是在震荡市、调整市中更是如此(只
有大牛市中极少数优质个股可能配股也
同样获得青睐)。

有趣的是，对中信证券此次配股，虽
然投资者不买账，分析师却很看好。如

安信证券指出，公司拟配股募资 280 亿
元，加速资产端扩表，资本实力增强，龙
头优势巩固。考虑到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及打造航母级券商趋势下，龙头券商长
期盈利提升的确定性较强，安信证券对
中信证券维持买入-A评级，给予目标价
31元，对应估值2xPB。

有分析认为，若选取定增的方式向
市场融资 280 亿，会稀释股本 10%以上，
而中信证券第一大股东中信有限持股比
例仅为 15.47%，再稀释股权恐怕大股东
很难接受。

在 2019 年至 2020 年发行股份购买
广州证券这场并购中，越秀金控成为中
信证券第二大股东，中信有限持股比例
稀释至15.47%。

中信证券在公告中表示，中信股份
的相关增持，系参考政策环境、市场状
况、股价表现等因素，根据自身经营情况
综合决策而采取的操作。

而今，在资本市场做强做大、头部券
商打造投行航母、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
证券合并传言等多重背景下，中信集团
的增持举动有何深意？我们拭目以待。

（中合）

中信证券获第一大股东增持 9天扫货27亿港元

头部券商进一步增强 5家净利超百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