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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量研究 

宏观研究：人民币汇率怎么看 

6 月以来的人民币升值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6 月、7 月：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是因为美国疫情二次爆发，美元指数贬值导致的人民币兑

美元中间价被动上调。第二阶段是 8 月初至 9 月 4 日：人民币兑美元的即期

交易日收盘价减即期交易日中间价为负值，说明中美利差扩大、贸易顺差增

加、FDI 流入等市场力量是人民币升值的主因，贡献率接近 100%。后续人

民币汇率走势：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趋势放缓，甚至贬值压力重现。长期

来看，疫情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美元可能进入下行周期。

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人民币兑美元一定会长期、大幅升值，因为随着疫情的

影响减弱，2021 年一季度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将再次下滑。 

策略研究：两种极端的情形假设 

最近市场波动的特征让部分投资者非常困惑，交易量大幅萎缩，板块轮

动较快。这种波动特征让短线的多头和空头均比较难受，如果按照熊市或震

荡市的经验，后续一般会有较大的调整（类比 2019 年 4 月、2015 年 12 月），

但如果按照牛市的经验，震荡期是很好的建仓期（类比 2015 年 1 月、2007

年 6 月、2006 年 7 月）。基于对经济和股市资金的乐观判断，我们认为震荡

后，9 月的选择将是向上，可以参考牛市中震荡的案例。 

 公司研究 

捷捷微电：Q2 超预期增长，受益于产能提升和新产品放量 

公司发布 2020 年半年报：2020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08 亿元，同比

增长 42.28%，实现归母净利润 1.17 亿元，同比增长 36.81%。公司在晶闸管

及防护器件等传统产品领域已取得领先优势，同时积极拓展二极管、

MOSFET、IGBT 等新产品，随着公司募投产线产能的进一步释放以及新产

品的逐步上量，我们认为公司全年将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盈利预测及投资建议：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4/3.1/3.8 亿元，对应当前 PE 估值分别为 60/47/39 倍。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比亚迪：寒冬已过，龙头崛起正当时 

公司作为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领头羊，拥有动力电池、汽车半导体等优质

资产，有望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车企。同时，子公司比亚迪电子在

大客户渗透率不断提升的同时加大开拓下游新领域，快速成长为结构件和组

装垂直一体化的精密制造龙头。 

盈利预测及投资建议：我们预计 2020~2022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1、47、

60 亿元，EPS 分别为 1.49、1.72、2.20 元，当前股价对应的 PE 分别为 60、

52 和 41 倍，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政策落实不及预期；海外疫情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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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量研究 

1.1、 宏观研究：人民币汇率怎么看 

近期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即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 5 月 28 日的 7.1600 升至

9 月 4 日的 6.8393（本文人民币汇率均为直接标价法），其原因是什么？人民币汇

率后续走势如何？ 

即期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可以表示为：即期收盘价-上期收盘价=（即期交易日收

盘价-即期交易日中间价）+（即期交易日中间价-上期交易日收盘价）。我们用“即期

交易日收盘价-即期交易日中间价”表示市场力量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美元指数会

影响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进而影响人民币兑美元的即期汇率。根据人民币兑美元中

间价形成机制，为了“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稳定所需的汇率变化”，当美元指数

上升时，欧元、英镑、日元等货币对美元贬值，需要使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贬值。

我们用“即期交易日中间价-上期交易日收盘价”来代表美元指数的作用，这不是纯

粹的市场力量在影响人民币汇率。 

通过对人民币升值因素分解，发现 6 月以来的人民币升值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6 月、7 月。此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是因为美国疫情二次爆发，

美元指数贬值导致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被动上调。同时，6 月人民币兑美元的即

期交易日收盘价减即期交易日中间价虽为负值，但比较小，市场力量对人民币升值

贡献只有约 10%。6 月人民币兑美元的即期交易日收盘价减即期交易日中间价为正

值，说明市场力量仍在拉动人民币贬值。虽然 5 月开始，中国货币政策事实上收紧，

中美利差扩大，但中美关系等因素仍使人民币贬值压力存在。 

第二阶段是 8 月初至 9 月 4 日。此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的即期交易日收盘价

减即期交易日中间价为负值，说明中美利差扩大、贸易顺差增加、FDI 流入等市场

力量是人民币升值的主因，贡献率接近 100%。8 月美国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再

次减少，美国相对欧洲的经济优势扩大，美元贬值幅度减弱，不再是人民币兑美元

升值的主要原因。 

后续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短期来看，中美经济相对力量变化源于中美疫情错

位。中国先爆发疫情且处理方式果断而有效，经济恢复超出市场预期，货币政策已

逐渐正常化，最终中国经济相对美国先恶化后改善，人民币兑美元先贬值后升值。

8 月以来，美国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再次下滑，美国经济逐步改善，中国相对美

国的经济优势减弱，中美长端利差也可能缩小。另外，美国疫情好转、经济改善，

而欧洲疫情则再次恶化，美国经济相对欧洲重新获得优势，美元指数或将触底反弹。

因此，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趋势放缓，甚至贬值压力重现。长期来看，疫情不可

避免地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比如大量企业破产、债务风险加大、永久失业

人口增加、经济逐渐“僵尸化”，这使美国的自然利率中枢较疫情前下滑，美联储将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低利率，美国和欧洲、日本等其他经济体系的利差也回不

到疫情前，美元可能进入下行周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人民币兑美元一定会长期、

大幅升值，因为随着疫情的影响减弱，2021 年一季度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将再次

下滑。 

风险提示：政策落实不及预期；海外疫情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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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策略研究：两种极端的情形假设 

最近市场波动的特征让部分投资者非常困惑，交易量大幅萎缩，板块轮动较快。

这种波动特征让短线的多头和空头均比较难受，如果按照熊市或震荡市的经验，后

续一般会有较大的调整（类比 2019 年 4 月、2015 年 12 月），但如果按照牛市的经

验，震荡期是很好的建仓期（类比 2015 年 1 月、2007 年 6 月、2006 年 7 月）。基

于对经济和股市资金的乐观判断，我们认为震荡后，9 月的选择将是向上，可以参

考牛市中震荡的案例。 

（1）市场的纠结。最近市场的很多特征让部分投资者非常困惑，交易量大幅

萎缩，板块轮动较快，7 月的时候，虽然板块也在轮动，但至少还有些大的板块热

点，但 8 月后，整体上只有非常细分行业的热点，甚至可以说热点是个股层面的，

而不是板块性的。这种波动特征让短线的多头和空头均比较难受，如果按照熊市或

震荡市的经验，后续一般会有较大的调整（类比 2019 年 4 月、2015 年 12 月）。但

是如果研究牛市的案例，则震荡期是很好的建仓期（类比 2015 年 1 月、2007 年 6

月、2006 年 7 月）。产生这两种波动的理论模型如下： 

实际的案例中，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中间情形，介于最乐观和最悲观情形之间。

为了简化问题，我们用 A 股 ROE 和居民资金这两个指标观察股市盈利和资金的大

趋势，来研究历史的案例。 

（2）乐观的案例：类比 2015 年 1 月、2007 年 6 月、2006 年 7 月。事后来看，

这几次波动都是牛市中途的休整，期间均出现了类似货币政策收紧、股市政策收紧

等政策利空。但由于盈利和居民资金入场的趋势没有被打乱，所以股市的上涨趋势

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后续很快恢复，并且以更快的速度上涨。 

（3）悲观的案例：类比 2019 年 4 月、2015 年 12 月。这两次案例分别出现在

震荡市和熊市中。2019 年 4 月，经济依然出现下行的中段，年初虽然出现了社融

企稳，但事后来看，只带了的经济预期的反弹，而不是反转。资金层面，居民资金

虽然活跃度增加，但也只是脉冲式反弹。所以虽然 2019 年 1-4 月，市场涨幅很大，

但 4 月后降温速度也很快。2015 年 12 月，虽然创业板季报并没有看到业绩的下滑，

但由于估值下降、并购政策变化，由并购带来的业绩增长已经确定进入下降趋势了。

由于去杠杆的存在，股市资金也已经进入趋势性下行。 

（4）我们的判断：这里可能是乐观的那种情形。我们对经济和股市资金的趋

势均持有乐观的判断，而且是可以超预期的乐观。所以我们认为震荡后，市场的方

向选择将是向上。9-10 月，股市上涨可能会加入新的动力。随着经济进入旺季，经

济数据可能会验证库存周期已经启动的逻辑，这个逻辑一旦验证，可以持续到 2021

年上半年。对股市来说，7 月中旬以来的震荡已经到了尾声，9 月的经济数据一旦

验证了经济依然强势，股市可能会进入新一轮中枢抬升的上涨。 

风险提示：房地产市场超预期下行，美股剧烈波动。 

2、 公司研究 

2.1、 捷捷微电：Q2 超预期增长，受益于产能提升和新产品放量 

2020Q2 超预期，全年有望稳步增长，维持“强烈推荐”评级。公司发布 2020 年

半年报：2020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08 亿元，同比增长 42.28%，实现归母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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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1.17 亿元，同比增长 36.81%，平均毛利率 45.84%保持稳定。公司在晶闸管及防

护器件等传统产品领域已取得领先优势，同时积极拓展二极管、MOSFET、IGBT

等新产品，随着公司募投产线产能的进一步释放以及新产品的逐步上量，我们认为

公司全年将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4/3.1/3.8 亿元，对应当前 PE 估值分别为 60/47/39 倍。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受益产品结构改善和产能提升，公司业绩保持稳步增长。公司在传统优势产品

晶闸管和防护器件领域已实现 IDM 模式发展，部分产品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随

着募投产线的逐步投产，公司晶闸管和防护器件业务稳步增长，上半年该类业务预

计增长超过 10%。同时新产品开拓顺利，MOSFET 等新业务上半年增长超过 30%，

MOSFET 产能与中芯绍兴建立战略合作，产能供给充足。需求方面，尽管上半年

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但功率半导体应用广泛，口罩机生产线等对功率器件也形成

需求，有效对冲了其他领域需求的萎缩，随着 5G 的进一步建设和商用，电力电子

需求将呈现持续增长的局面，我们看好公司作为功率半导体优秀厂商的成长性。 

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吸收优秀团队扩展公司边界助力长期成长。通过 IDM 模

式公司晶闸管和防护器件产品已实现品质和性价比优于竞争对手，实现部分进口产

品的国产替代。当前大陆功率半导体行业正处在下游需求稳步增长和本土企业逐步

从低端向中高端替代的大趋势中，公司正通过吸收优秀团队和人才来扩充产品边界，

无锡团队在进行 VDMOS，SJMOS 等产品研发，上海团队在进行 SGTMOS 产品的

开发，产品对标国际领先厂商，公司 MOS 产品业务 19 年收入超 0.7 亿元，预计 2020

年年增速超过 30%，根据 IHS 数据，MOSFET 是功率器件市场最大的细分领域，

2018 年全球 MOSFET 市场规模为 59.61 亿美元，占功率器件市场约 40%，市场空

间是晶闸管的十倍。公司还投资设立捷捷新材料布局 CMP 抛光材料等领域，向上

游原材料拓展，半导体材料作为半导体核心环节，有望提升公司估值。我们认为新

产品的布局将为公司长期发展打开广阔空间。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国产替代放缓、募投项目不达预期。 

2.2、 比亚迪：寒冬已过，龙头崛起正当时 

观点更新：我们重申今年 4 月深度报告中的观点，坚持认为公司作为国内新能

源汽车的领头羊，拥有动力电池、汽车半导体等优质资产，有望成为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世界级车企。同时，子公司比亚迪电子在大客户渗透率不断提升的同时加大开

拓下游新领域，快速成长为结构件和组装垂直一体化的精密制造龙头。根据公司最

近经营情况的变化，我们做了相关的梳理和总结，认为公司下游业务正迎来向上拐

点，打开长期增长空间，具体观点如下： 

汽车业务：寒冬已过，拐点向上正当时 

1）提高刀片电池供给，保障强劲需求。前期由于订单超公司预计，刀片电池

供给不足，“汉”在 7 月的交付量只有 1200 辆。目前，公司加快产能爬坡，在重庆

基地 3 条线通线的基础上，每半个月新增一条产线，到今年年底将实现 8 线全通，

预计产能达到 13GWh 左右。同时，长沙、贵阳生产基地分别在 21Q1、21Q2 实现

全面量产，预计刀片电池产能合计约 25GWh，基本能保障公司近期需求。远期看，

公司动力电池规划 100GWh。 

2）下半年新车型集中投放，激活市场需求。受疫情的影响，公司新车型将集

中在下半年发布，既有全新车型，如“汉”、“宋 Plus”，也有改款车型，如“唐”、“e2”、

“e3”等。此外，“元”已登上公告目录，有望在 20Q4 上市。这些车型的销量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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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车的一半份额，新车型的密集上市将极大推动公司新能源车销量向上。 

3）不断提升公司软实力，安全、经济、性能多重并举。公司不断构建长期竞

争力：1）加强营销能力，构建品牌影响力，根据公司规划，今年 11 月将增加到

200 多个商超店，增加曝光度。同时在店内展示公司优秀车型如“汉”、“唐”来提高

品牌影响力。2）坐实安全性，21Q1 纯电动全系切换到刀片电池，明年推出刀片电

池 PHEV 将全面替代目前的三元电池 PHEV。3）改善经济性，提高性能表现：21Q1

推出 DMI 超级混动技术，油耗仅 3.9L；骁云 1.5TI 高功率动力总成达到世界顶尖

动力水准，并具备超凡经济性。 

比亚迪电子：下游多点开花，打开长期增长空间 

1）结构件和组装垂直一体化优势明显，深化大客户合作。比亚迪电子深化和

苹果合作，凭借过去几年在配件方面的合作所建立的信任关系，公司于 2019 年进

入核心产品平板的组装供应链，有望在 20Q4 放量，营收超百亿元。同时，2021 年

公司还将在组装的基础上渗透到新款智能手表前后盖玻璃、平板玻璃等结构件，进

一步提升对北美大客户的出货量。我们预计 2021、2022 年对苹果的营收规模有望

达到 500、750 亿元。安卓客户方面，公司与小米等客户继续加强合作，全方位配

套结构件、组装、功能配件等。受益于大客户的持续合作和深化，能有效对冲华为

手机业务下滑的影响。 

2）开拓新领域，多点开花。在新型智能硬件方面，公司深度参与无人机等行

业的发展，配套大疆等行业龙头。电子烟领域，公司有望导入美国知名电子烟公司，

承接零部件和组装业务，未来成长空间可观。医疗健康领域，经过 20H1 疫情的影

响，公司凭因口罩业务切入医疗健康赛道，熟悉了医疗资质认证流程，也意识到巨

大的机遇。短期，口罩作为防疫必需品依然有较强的需求，长期看，公司将通过自

研和收购的方式进一步布局，打开长期增长空间。 

盈利预测及投资建议：我们预计 2020~2022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1、47、60

亿元，EPS 分别为 1.49、1.72、2.20 元，当前股价对应的 PE 分别为 60、52 和 41

倍，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疫情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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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日

起正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新时代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

适用的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

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臵，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声明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

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

确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

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分析师介绍 
 

樊继拓，新时代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6 年宏观策略研究经验，先后就职于期货公司和券商研究所，2017 年水

晶球策略团队公募组第一核心成员，2018 第一财经年度最佳新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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