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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最新报告摘要 

 预期分歧加剧，债市波动增大——债市日报 20210111 

 2020 年业绩指引符合预期，半导体测试机龙头加速腾飞——华峰测控（688200）业绩预告点评 

 2020 年业绩超预期，面板龙头持续受益周期上行——TCL 科技（000100）业绩预告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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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报告摘要 

1.1、 预期分歧加剧，债市波动增大——债市日报 20210111 

分析师：靳毅  S0350517100001  联系人：吕剑宇  S0350119010018 

债市综述： 央行昨日公开市场开展 5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200 亿逆回购到期，净回笼 150 亿元。国债方

面，1 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 2.3653%，上涨 0.85BP；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 3.1632，上涨 1.76BP。国开债方

面，1 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收于 2.4821%，上涨 1.19BP；5 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收于 3.2859%，上涨 1.5BP；10 年

期国开债收益率收于 3.5415%，上涨 0.49BP。国债期货各品种主力合约全天窄幅震荡，10 年期主力合约跌

0.04%，5 年期主力合约与上一交易日持平。 

 一级市场发行情况：一级市场方面，1 月 11 日共发行：政策银行债 3 支、证券公司债 2 支、一般中期票据 11

支、一般公司债 4 支、一般短期融资券 5 支、超短期融资债 19 支、定向工具 2 支。 

 二级市场成交情况： 1 月 11 日，今日二级市场涨跌分化明显。活跃券中估值偏离度在 20BP 以上的信用债有：

21济南高新 MTN001，下偏 37.17BP；21赣州开投MTN001，上偏 47.57BP；21六安城投 MTN001，下偏 57.3BP；

21 渝富 MTN001，下偏 21.3718BP；首旅债 01 上偏 54.11BP；20 云建投债 01，下偏 124.19BP；16 首发债，

下偏 24.3417BP；芦溪城投债，上偏 37.36BP。 

1.2、 2020 年业绩指引符合预期，半导体测试机龙头加速腾飞——华峰测控

（688200）业绩预告点评 

分析师：吴吉森  S0350520050002  联系人：何昊  S0350120080069 

2020 年业绩指引符合预期，国内半导体测试机龙头快速成长。受益于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以及公司优质的产品

和服务，公司业绩实现大幅增长，我们测算 2020Q4 单季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0.43 亿元-0.73 亿元，同比增长

109.81%-255.32%。根据赛迪顾问数据，2018 年中国集成电路测试机市场规模为 36 亿元，泰瑞达和爱德万份

额分别为 46.7%、35.3%，公司市场份额为 6.1%，国产替代空间广阔。我们认为不同于其他主流设备领域，半

导体测试机下游主要为 IC 设计公司、晶圆厂和封装厂，其与晶圆厂 CAPEX 相关性较弱，随着 5G、AI、新能源、

电动汽车、IOT 等新一轮科技逐渐走向产业化，叠加国产替代，国内半导体测试机行业持续向好，公司作为国内

模拟测试机龙头，2019 年国内市场市占率 40.14%，有望充分受益国产替代，快速发展。 

 研发、产品、客户共筑竞争优势，有望优享下游行业及优质客户红利实现崛起。公司在模拟及混合测试机领域

竞争优势明显，产品性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已切入包括长电科技、华天科技、华润微、矽力杰、圣邦等在

内的国内半导体龙头厂商的供应。公司重视研发，正积极布局大功率和 SoC 产品，成长空间广阔，此外，公司

介入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较早，目前公司收入中有较大比例来自第三代半导体客户，受益于新能源车、氮化镓充

电器等终端应用需求持续旺盛，国内第三代半导体加速发展，政策、资金全力支持，公司将充分受益。我们认为

半导体测试设备是一个长坡厚雪的赛道，受单一环节变化的影响较小，从本质上说华峰测控更类似于软硬一体的

模拟芯片公司，公司有望优享下游行业以及优质客户的红利快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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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公司深耕模拟/数模混合芯片测试机领域 20 余年，产品线覆盖了从设计、晶圆制造到封

测的全部环节，我们认为公司立足模拟市场，积极布局大功率/SoC 测试领域，成长空间广阔。尽管华为禁令、

中芯事件对国内半导体产业链发展带来了短期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凸显了半导体设备自主可控的紧迫性和必要

性，国产替代大趋势不会改变，公司有望引领半导体测试设备国产化大潮实现崛起。我们维持盈利预测不变，预

计 2020-2022 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96/2.85/3.99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3.20/4.66/6.52 元/股，对应

当前 PE 估值分别为 117/80/57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风险；公司新产品研发进度不及预期风险。 

1.3、 2020 年业绩超预期，面板龙头持续受益周期上行——TCL 科技

（000100）业绩预告点评 

分析师：吴吉森  S0350520050002  联系人：何昊  S0350120080069 

大尺寸面板涨价提振公司业绩，上行周期公司有望持续受益。TCL 华星满销满产，全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35%，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140%，驱动公司业绩大幅增长。其中，大尺寸面板价格在 2020 年下半年的迅速上

涨，公司大尺寸业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 6 倍：2020 年二季度末开始，海外 TV 备货需求强势恢复，叠加供给端

韩厂产能退出的预期以及主力面板厂商将部分 TV 产线调整为 IT 产品，TV-LCD 实际供应逐步减少，根据群智咨

询数据，全球 LCD TV 面板产能投片面积同比下降 1.3%，供需趋紧推动面板价格强劲上涨，2020 年 6 月-12 月，

主流 TV 面板尺寸（32/39.5/43/50/55/65）价格涨幅分别为 96.8%/59.3%/ 74.6%/82.9%/66.0%/38.3%。考虑到

面板上游供应链受一次性事件影响所需的恢复时间，叠加 2021 年三月份开始大型体育赛事相继举办对需求的进

一步提振，我们判断 TV 面板价格涨势将延续至 2021Q2，华星光电作为全球 TV 面板龙头厂商，产能、运营效

率领先，业绩有望享受行业持续上行的红利保持高速增长。 

 横向并购三星苏州 8.5 代线，纵向增持中环股份，公司驶入成长快车道。公司收购苏州三星苏州的两条 8.5 代

产线预计 2021 年将带来业绩贡献，该笔交易完成后，TCL 华星在大尺寸领域将拥有 3 条满产的 8.5 代线，每月

产能合计 440K 大板，1 条满产 11 代线，目前月产能 90K，另有 1 条 11 代线在建。我们测算，本次收购完成后

华星光电 LCD 面板年产能将提升 792 万平方米/年，按照 90%切割效率和全部切 TV 算，全球 TV-LCD 总产能约

为 1.9-2 亿平方米/年，届时公司 TV 面板份额将提升约 4%。我们认为市场上的高世代优质产线资源紧张，公司

收购三星苏州产线加速了产业资源整合，巩固了自身的行业地位，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与大客户三星的绑定程度。

此外，公司增持中环股份，彰显公司向显示产业上游核心环节布局的决心，中环股份在上游硅材料领域的积累一

方面将有助于加速 TCL 华星在 Mini/Micro LED、OLED 等领域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有望改善公司面板、整机产

品的盈利能力，公司持续横向、纵向整合产业优质资源，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有望深度受益行业上行周期带来

的业绩改善，快速成长。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公司聚焦面板及显示主业，技术实力强大，运营效率领先行业。目前面板行业竞争格局

已定，韩企退出 LCD 行业是大势所趋，公司作为行业龙头有望充分受益于行业周期性变弱带来的长期盈利红利。

基于审慎性考虑，暂不考虑增发及收购对公司业绩及股本的影响，我们上调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

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2.87（+4.63）/80.37（+25.02）/107.87（+34.17）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31/0.57/0.77

元/股，对应当前 PE 估值分别为 26/14/10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风险；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恶化风险；新冠疫情反弹风险；收购进度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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