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芯片：

“缺芯涨价”趋势短期难扭转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2020

年堪称电子行业爆发的大元年。 在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下，宅经济兴起，强势拉动了电子消费品以及云服务

系列需求，北美半导体设备出货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以半导

体为代表的细分板块在全球主要市场均呈现领先趋势。

A

股市场上， “缺芯涨价”几乎成为贯穿全年的主题，

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甚至在年末已经从电子行业蔓延到

了汽车行业。究其原因，除了由于产业链短期担忧疫情影响

物流而超常规备货，还有华为、中芯国际受制裁，进一步加

深供应链担忧，并催化了国产化替代；中长期来看，新能源

汽车爆发、

AIoT

成熟落地等因素， 进一步拉动了对电子元

器件的超预期需求，并预计将在

2021

年继续演化。

景气度持续提升背景下，晶圆厂、封装厂产能紧张，相

对低毛利率的订单被“挤出”排期，进一步加深了“缺货

潮”，华润微一类的

IDM

生产模式类型被看好，能够灵活掌

握生产节奏，保障供货安全。 综合业内人士观

点， 预计在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之前，

2021

年

电子行业缺货涨价的趋势短期难以扭转，半导

体功率器件、被动元器件等细分领域预计面临

更严重缺货，建议关注功率器件，关注华润微、

新洁能以及斯达半导，

MLCC

领域关注三环集

团、风华高科等上市公司。

此外，作为国内半导体投资的风向标，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大基金）以及二期投资进展

应该继续予以关注。虽然大基金

2020

年在二级

市场上减持了多家芯片龙头上市公司，但是围绕关键设备、

材料等短板进行了精准投资， 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

控能力。 银河证券建议， 关注国内半导体设备龙头北方华

创、 中微公司， 半导体材料领域的国产抛光液龙头安集科

技、大硅片制造商沪硅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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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高光板块 新年派对怎么开？

� � � �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也给资本市场增添了巨大变数。面对冲击，中国经济一枝独秀，A 股市场

彰显韧性，不少行业涨势喜人。其中，光伏、新能源汽车、白酒、小家电、芯片、顺周期等六大板块乘风而上，成为全年最耀眼的明星。今年，这些当红明星会变得

平庸，还是续写辉煌，请看本报记者的前瞻报道。

光伏：部分环节供需仍偏紧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回顾

2020

年光伏、风电行业，在碳中和等目标驱动下，行业热

情非常高，特别是光伏，启动了积极扩产，市场关注度较高。

2021

年，是光伏及陆上风电无补贴平价上网元年，由于告别了补贴限

制，业内普遍预期这将为光伏、风电打开增长空间。

就投资机会而言，光伏方面，从各环节的供需及价格情

况来看，由于

2021

年新增产能有限，硅料仍维持供需偏紧的

状态，根据头部公司的判断，硅料价格将维持在相对高位，已

上市的硅料厂商包括通威股份、特变电工旗下的新特能源、港股保

利协鑫能源等。 光伏玻璃的情况类似，

2021

年供应仍然偏紧，但随

着新产能释放价格可能回落，但龙头企业的业绩依然不会差。

市场预计

2021

年全行业的硅片产能将超过

300GW

， 相比

之下，全球装机预测不过

170GW

左右，表面上看，硅片产能有过

剩风险，但实际上，包括

156mm

、

158mm

等尺寸硅片陆续淘汰，

166mm

以及

182mm

、

210mm

等尺寸硅片还是偏紧，硅片供应存

在结构性紧缺的问题。基于这一判断，传统硅片龙头依旧有可能

保持领先地位，但借助大硅片崛起的二三线厂商值得重视。

从技术变化的趋势来看， 电池技术路线面临更迭，

PERC

电池的生命周期已经所剩不多。

HJT

、

TOPCon

等新技术层出

不穷，但是究竟哪种路线能脱颖而出，提供更高的转换效率还

需要密切跟踪，这方面有望诞生新的颠覆者，而

2021

年可能

成为观察这一趋势的拐点。

风电的大逻辑与光伏类似，但是相比之下可能不如光伏性

感、有想象力。 正如前述，

2021

年陆上风电进入平价，而海上风

电是有补贴的最后一年，因此，业内普遍预计，海上风电有望成

为市场一大亮点。 例如，根据天风证券的测算，

2021

年国内陆

上风电装机量将较

2020

年下降

15%-20%

，但海上风电增量大

概率超过

50%

，有望补齐陆上风电下滑的装机量，总量持平。

新能源汽车：

进入黄金发展十年

证券时报记者 叶玲珍 毛可馨

2020

年，新能源汽车行业直面疫情、补贴退

坡、 油价下降等多重冲击， 却在销量上走出了

“

V

”形反转。 展望

2021

年，汽车智能化发展成

为多位业内专家共同关注的趋势。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相比于过去的公共领

域、 限牌城市占大头的市场需求结构，

2020

年

新能源汽车个人消费比例大幅提升至近

70%

，

且非限购城市购买比重达到了

60%

。

2020

年也

因此被行业定义为新能源汽车“市场化元年“。

身处新能源汽车行业洪流， 江汽集团思皓

新能源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汪光玉切身感受到

了产业蓄势待发的动能：“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

日渐成熟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国内外车企

纷纷斥巨资投入，预计

2021

年

~2030

年将进入

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黄金十年。 ”

“

2021

年将是智能化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应

用的元年， 智能化产业链相关企业即将迎来大

发展。”安徽金通智汇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夏柱兵表示。

国信证券汽车行业分析师周俊

宏认为，近两年，市场拥抱更多的是

电动化行情主线， 而相关标的估值

已不低， 且科技巨头和传统车企纷

纷加码汽车生态的转型， 为智能化

主线带来更多机会。

小家电：延续三大增长逻辑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家电行业中的一个细分

领域小家电得以爆发，消费者认知度也得到很大提升。

小家电行业的增长，大致可以归纳为三条逻辑。

第一是渗透率。 即便是在今年小家电取得爆发式增长

后，国内小家电渗透率依然不到

30%

，大概还处于发达国家

一半左右的水平。对照发达国家家电消费的变迁史，我国民

众这几年家电消费习惯也开始发生变化， 一方面是从功能

消费转向品质消费， 另一方面是从刚需大家电转向非必需

的品质小家电。 在消费人群上，

80

、

90

后成为主要消费群

体， 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大大推动了生活小家电产品

的发展。

第二是产品创新。空调、冰箱等大家电的产品形态往往数

十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品类上鲜有颠覆式的创新；

但小家电是却一条能够不断“推陈出新”的增量赛道，例如近

年来比较火热的面包机、咖啡机、空气炸锅、扫地机器人等，这

些产品在十几年前还看不到。随着人们生活需求的不断提高，

小家电产品更新的速度也很快， 导致小家电行业不断出现新

品类。 相比大家电，小家电的创新可以从无到有，每过三五年

都会出现一批此前没有过的新型产品。 这说明小家电市场是

一个持续扩容的市场，目前几乎看不到天花板。

第三是海外需求。

2020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部分海外

国家产能受限， 越来越多海外订单转移至

中国，而小家电出口也呈现“爆单”的状态。

事实上， 以新宝股份等为代表的国内小家

电企业，在技术、设计以及生产制造水平上

已经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产品价格也极具

竞争力， 疫情让中国小家电行业在全球的

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固。记者还了解到，如今

来自一带一路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对小家电

的需求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 未来有望造

就一个不亚于欧美地区的出口市场。

白酒：二八效应加剧

证券时报记者 唐强

过去几年， 白酒基本面和股价表现得到市

场认可，行业整体板块估值上移。

目前，食品饮料、白酒板块均已达到历史高

位， 食品饮料板块整体估值已经

50

倍， 达到

2013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白酒板块估值

55

倍，

2020

年以来估值始终维持高位且还有上升趋

势，还不断外溢到啤酒、黄酒、葡萄酒等板块。

当前，白酒板块存在估值压力，但行业头部企业

集中整合将加速进行。

白酒公司龙头较为集中、业绩确定，这些大企业

经历了深度调整后，营销管理更加理性、抗风险能力

更强。 目前，五粮液、泸州老窖等酒企频频提价，在高

端白酒的带动下， 行业复苏或由头部企业向次高端

价位扩散。

在消费升级大背景下，传统“茅五泸”高端品牌

不断壮大规模，而主打中低端产品的酒企却不好过，

白酒股实际经营业绩分化将进一步加剧，“二八效

应”会越加明显。

2020

年三季报显示，只有“茅五泸”、皇台、酒

鬼酒、汾酒、今世缘、顺鑫农业等

8

家实现营收正

增长，占

A

股白酒企业数量比例不到一半；洋河、

老白干、青青稞酒、口子窖、伊力特、迎驾贡酒、水

井坊营收则同比下降超过两位数； 净利润同比下

滑的白酒企业也达到

10

家， 中低档品牌酒企短期

难以逆转大势。

顺周期行业：

这些商品还会“顺”下去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在经历

2020

年初的大幅回调后，国内期

货市场在去年下半年出现了黑色、 有色、化

工、农业商品轮番大涨的局面，包括铁矿石、

动力煤、玻璃等众多商品，都不断刷新历史高

点，

A

股市场也炒热了“顺周期”概念。

进入

2021

年， 随着海内外疫情形势变

化，市场供需矛盾再调整，商品这波由疫情后

市场供需异常波动带来的行情， 是否还会继

续“顺”下去？

海通证券期货研究所主管高上认为，

2021

年商品或震荡上行，品种分化，有宽度，

但高度受限。随着

2021

年下半年海外刺激政

策回归常态，也将抑制商品上行高度，预计黄

金震荡回落，原油触底回升，有色高位震荡。

分品类看，

2020

年经济复苏带动钢材需求

上升，库存下降，支撑钢价走强。

2021

年预计货

币政策回归常态，经济增速逐季回落，房地产融

资环境收紧，基建投资难超预期，钢价向上动力

略显不足。而

2020

年铜价处于震荡区间，受到复

工复产的影响， 全球铜消费依然保持在相对高

位。

2021

年疫情有望见到高点，市场对贸易摩擦

缓和及基建刺激的预期将升温，有色金属价格短

期上涨的概率较大，因此铜价上行空间较大。

此外，

API

的原油库存意外

增加和全球疫情的再次暴发，原

油短线承压。但疫苗研发的进展，

以及

OPEC

可能推迟增产计划，

为油价提供一定支撑。 虽然拜登

的“能源转型”政策虽然将抑制传

统化石能源的供需， 但很难在短

期内实现。 综合来看，

2021

年随

着疫情高点回落，全球经济将再度复

苏，带动原油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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