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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我们预计 2021 年上半年乘用车销量有望保持上升趋势。

新能源车板块长期高速增长趋势不变。建议关注上汽集团

（600104）、广汽集团（601238）长 城 汽 车（601633 /2333.HK）、

比亚迪（ 002594）；零部件行业建议关注综合龙头华域汽车

（600741）、智能驾驶主被动安全供应商均胜电子（600699）、新能

源热管理组件供应商银轮股份（002126）。 

 通信：根据目前已有发展目标与推进程度，运营商 2021 年规

划侧重角度不同，运营打法与优先发展领域呈现一定差异性。业务

层面，中国移动提出八个聚焦，着重深化基于规模的价值经营，加

快 5G 全面运营，补齐关键领域短板，加快数字基础设施、新型渠

道体系和智慧中台建设，提高服务质量。中国联通以改革促发展，

持续推进生态建设与共建共享。中国电信提高服务水平的主要方式

为加快云网融合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赋能内外部数字化转型。中

国广电主要进行“全国一网”整合，协调广电 5G 一体化发展，打造

平台化竞争优势。 

 TCL科技（000100.SZ）：我们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归母净利

润分别为 42.51、84.22、113.62 亿元，EPS 分别为 0.30、0.60、

0.81元，当前股价对应 2021 年 PE为 13.03 倍。短期看 2021年业

绩有望实现翻倍式增长；长期看显示领域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公

司积极拓展新的业绩增长点，首次给予“推荐”评级。 

 

要闻 
 

美联储卡普兰：预计美国 GDP

在 2020 年萎缩 2.25%至 2.5% 

 

德国工业联合会（BDI）：预计

德国 2021 年 GDP 增长 3.5%，

2021 年出口增长 6% 

 

美国将从 12 日开始对产自法国

和德国的飞机零部件、葡萄酒

等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 2020 年 12 月 M2 同比增

10.1%，人民币贷款增 1.26 万

亿元 

 

银保监会印发《保险资产管理

公司监管评级暂行办法》 

 

乘联会：2020 年国产狭义乘用

车全年批发销量达 1976.3 万

辆，同比下降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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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12月乘用车回升持续，全年数据符合预期—2020年 12月乘

用车销量点评 

 

1、投资事件 

乘联会发布 2020 年 12 月乘用车产销数据：零售销量 228.8 万辆，同比+6.6%，环比+9.9%；

产量 229.9 万辆，同比+10.7%，环比+1.0%；批发销量 231.4 万辆，同比+6.8%，环比+2.3%。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一）12 月零售销量符合预期。 

市场持续回暖，连续 6个月实现 7%左右的同比增速。2020年 1-12月累计零售乘用车 1928.8

万辆，累计同比-6.8%，全年呈前低后高走势，符合我们的预期。分季度看，受新冠疫情影响，

20Q1 销量同比下降 208 万辆；Q2 市场开始回暖，下降 17 万辆；Q3-Q4 比去年同期实现了 84

万辆增量回升，下半年车市增速对全年数据起到关键稳定作用。从结构看，自主品牌零售同比

+4%，环比+10%，零售市场份额达 39.5%，较去年同期减少 0.3 个百分点。主流合资品牌同比

+5%，环比 13%，美系份额为 10%，同比+2.3 个百分点，日系份额 23.5%，同比+2.5 个百分

点，德系份额 21.0%。豪华车 12 月继续保持强势，同比增速 26%，但由于欧美新一轮疫情导

致的供给进度放缓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进口豪华车零售增长。 

2020 年全年乘用车零售同比增速-6.8%，相比 2019 年同比-7.3%的数据有一定回升，在疫

情影响下仍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绩。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在全球疫情大范围影响的背景下保

持了相对稳定，出口的超预期回暖使车市消费信心得到稳固；其次，2019 年 7 月开始部分地

区“国六”排放标准实施导致的同期数据基数较低也对 2020 年数据起积极作用。 

（二）新能源乘用车继续保持高增速。 

12 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 21.0 万辆，同比+53.6%，环比+15.6%。其中插电混动销量

3.4 万辆，同比+111.7%。纯电动销量 17.6 万辆，同比+45.9%。从结构看高低两端增速强势，

A00 级销量 5.7 万辆，份额占纯电动 32%。造车新势力表现优异，特斯拉中国销量 23804 辆，

蔚来销量 7007 辆，小鹏销量 5700 辆。2020 年 1-12 月新能源乘用车累计批发销量 117.0 万辆，

同比+12.0%；零售 110.9 万辆，同比+9.8%。 

3、投资建议： 

我们预计 2021 年上半年乘用车销量有望保持上升趋势。新能源车板块长期高速增长趋势

不变。建议关注上汽集团（600104）、广汽集团（601238）长 城 汽 车（601633 /2333.HK）、

比亚迪（002594）；零部件行业建议关注综合龙头华域汽车（600741）、智能驾驶主被动安全供

应商均胜电子（600699）、新能源热管理组件供应商银轮股份（002126）。 



vYOAcXlVuYrRmNaQ8Q8OmOqQoMoPkPqQpOiNpOtQbRrRuMuOsPtPvPnQ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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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1、宏观经济下行的风险；2、汽车车销量不达预期的风险。 

（分析师：李泽晗） 

 

通信：从四大运营商年度工作会议看 2021年 5G网络与运营发展方

向 

 

1、事件 

四大运营商年度工作会议均已召开，部署 2021 年主要方向与目标制定。 

2、我们的分析 

（一）根据目前已有发展目标与推进程度，运营商 2021 年规划侧重角度不同，运营打法

与优先发展领域呈现一定差异性。 

业务层面，中国移动提出八个聚焦，着重深化基于规模的价值经营，加快 5G 全面运营，

补齐关键领域短板，加快数字基础设施、新型渠道体系和智慧中台建设，提高服务质量。中国

联通以改革促发展，持续推进生态建设与共建共享。中国电信提高服务水平的主要方式为加快

云网融合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赋能内外部数字化转型。中国广电主要进行“全国一网”整合，

协调广电 5G 一体化发展，打造平台化竞争优势。 

（二）中国移动： 

加快建设信息“高速”，打造品质一流新型基础设施；创新运营信息“高铁”，以高质量供给

创造新需求推动新发展；全力推进智慧中台构建，提升数智化转型支撑水平。可以看出中国移

动网络基础较好，用户数量较多，发展较为稳健，承担创新底层技术攻关，尝试构筑新型智慧

中台，打造世界一流的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展开 5G 经营，提高服务质量。 

（三）中国联通： 

推进混改，持续进行生态建设与共建共享。2020 年初提出的主要涉及市场、网络、政企、

渠道、科技创新等六大体系变革全面落地。年初联通推动建立在大市场部统筹下的产品中心和

渠道运营中心。政企改革体现在设立政企客户事业群，对全集团的政企营销能力和产品能力建

设总体推进。网络部门改革中联通成立“1部 2 中心”，即网络部、云网运营中心、智网创新中

心。科技创新的改革包括整合重组原联通研究院和原网络技术研究院，组建中国联通研究院。 

（四）中国电信： 

加快云网融合服务垂直行业客户，打造独特竞争优势。中国电信坚持云改数转战略，走具

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中国电信移动用户数量少于中国移动，优势在于固定宽带

用户，主要通过积极抓住垂直行业发展机遇，跨越连接向综合智能信息服务领域进军，赋能千

行百业，拓展企业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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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广电： 

在确保内容安全播出的基础上，以一网整合和 5G 建设为契机，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新

业态，增强内容+网络核心竞争力。中国广电除了利用 5G 牌照与网络建设契机，落实《全国

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展实施方案》以推动各地深度整合，加快频谱清理与网络建设效率。同时，

广电也利用自身内容优势，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有线电视网络中的开发和应用，积极推动网

络 IP 化、云化、智慧化升级，打造内容平台与新技术的核心竞争力。 

3、投资建议 

2021 年起我国处在 5G 建设高峰期，而后将进入 5G 应用渗透增长期，建议关注运营商板

块受益于新业务带来的增长。 

风险提示：5G 应用发展不及预期的风险、贸易摩擦的风险。 

（分析师：龙天光） 

 

TCL科技（000100）：2020年业绩预告超预期，创新产品持续引领

潮流 

 

1、事件 

公司发布 2020 年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20 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42-44.6 亿元，同比增

长 60%-70%。 

2、我们的分析 

（一）2020 年业绩预告超市场预期，规模扩张助力业绩长虹 

公司业绩预告超预期， 2020Q4 单季度业绩区间为 21.8-24.3 亿元，同比增长

5,350%-5,975%，有望创历史新高。四季度业绩有望超前三季度总和，主要由于 TV 业务业绩

的持续高增长：由于供需趋紧，2020 年大尺寸面板价格自低点平均增长 64%；Q4 单季环比增

长 18%，持续超出市场预期。TCL 华星保持满销满产，业绩将深度受益于面板价格的上涨。

同时，2020Q4 中环电子并表，预计将贡献 3 个亿左右的净利润。2021 年，公司业绩有望实现

翻倍式增长：TV 业务，预计 2021 年公司 T7 产线产能将爬满，三星苏州线有望在 2021Q1 实

现并表，预计 2021 年公司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 24%左右；IT 业务，预计 2021 年 T3 产线笔

电及汽车产品占比将加大，盈利能力有望快速提升；手机业务，预计 2021 年 T4 产线产能将

有序爬坡，设备产能有望提升至 45K/月。价格方面，考虑到韩国保留的产能有限，行业供需

格局仍然趋紧，预计 2021 年面板价格将稳中略增，公司 2021 年整体净利润率有望优于 2020Q4

表现，维持在 5%以上。 

（二）CES2021 惊喜连连，创新产品引领显示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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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2 日公司在 CES2021 大会上展出多款创新产品，继续引领显示领域的新潮

流：TV 方面，Mini-LED、8K、QLED 三箭齐发，全面布局高清化、大尺寸化显示新领域；其

中全新推出的 OD ZeroMini-LED 技术实现了将 Mini-LED 背光层与液晶面板之间的距离缩短

至 0mm，大幅优化了显示对比度、亮度以及电视厚度；IT 及手机方面，公司推出了基于先进

喷墨式印刷 OLED 技术的卷轴屏 6.7-7.8 寸手机及 17 寸平板，在面板显示领域提出了更多的可

能性。 

（三）收购中环切入上游材料，垂直整合提升核心竞争力 

公司收购中环电子切入上游半导体材料，在整合显示领域产业链的基础上将加速推进中环

半导体及新能源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 TCL 科技投资拟以 28 亿元人民币收购茂佳国际 100%

股权，茂佳国际为大尺寸显示终端产品的 ODM 厂商，其大尺寸显示终端加工出货量位列全球

第三。我们认为，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补充下游产品的加工及整机设计服务，实现垂直整合一体

化的供应能力，行业竞争力将明显提升。 

3、投资建议： 

我们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2.51 亿元、84.22 亿元、113.62 亿元，EPS

分别为 0.30、0.60、0.81 元，当前股价对应 2021 年 PE 为 13.03 倍，对应 2021 年 PB 为 2.14。

公司横向收购产能迅速扩张，短期看 2021 年业绩有望实现翻倍式增长；纵向收购垂直整合产

业链，长期看显示领域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公司积极拓展新的业绩增长点，首次给予“推荐”

评级。 

风险提示：全球电视需求不及预期，面板价格上涨不及预期以及公司产能释放不及预期的

风险。 

（分析师：傅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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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及简介 

本人承诺，以勤勉的执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

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分析师：丁文，策略分析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金融与会计硕士，2001 年 4月加入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曾从事房地产行业

研究。2017年开始从事策略研究。 

 

 

 

 

 

 

 

 

评级标准 

行业评级体系 

未来 6-12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相对于基准指数（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 

推荐：行业指数超越基准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超越基准指数平均回报。 

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指数平均回报相当。 

回避：行业指数低于基准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 

公司评级体系 

推荐：指未来 6-12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 

谨慎推荐：指未来 6-12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20%。 

中性：指未来 6-12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当。 

回避：指未来 6-12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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