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风电子】半导体行业思考：寻找边际变化下的投资逻辑

导读导读

我们始终坚持对半导体行业的再思考和投资机会寻找。本文试图探讨我们始终坚持对半导体行业的再思考和投资机会寻找。本文试图探讨寻找边际变化下的半导体投资逻辑。我们认为投资核心在于寻找边际变化下的半导体投资逻辑。我们认为投资核心在于

寻找边际变化，边际的改善引起股价的上升。本文试图阐述的是半导体行业存在的边际变化和各个子板块边际变化的逻辑并给出寻找边际变化，边际的改善引起股价的上升。本文试图阐述的是半导体行业存在的边际变化和各个子板块边际变化的逻辑并给出

相对应的投资图谱。相对应的投资图谱。

1 1 探讨设计企业具有超越周期的成长路径，核心在于企业的赛道逻辑和所能看的清晰的发展轨迹。我们试图论证设计企业边际变探讨设计企业具有超越周期的成长路径，核心在于企业的赛道逻辑和所能看的清晰的发展轨迹。我们试图论证设计企业边际变

化有以下4点：化有以下4点：1））  中国大陆电子产业集聚效应催生上游半导体供应链本土化需求，以及工程师红利是大环境边际改善；2） 赛中国大陆电子产业集聚效应催生上游半导体供应链本土化需求，以及工程师红利是大环境边际改善；2） 赛

道边际转换逻辑在于过去十年以下游的应用驱动设计公司的成长转换为由设计公司主导应用正在发生；3）“高毛利”红利消散道边际转换逻辑在于过去十年以下游的应用驱动设计公司的成长转换为由设计公司主导应用正在发生；3）“高毛利”红利消散

传导使得新进入者凭借低毛利改变市场格局获得市值成长，模拟企业的长期高毛利格局有可能在边际上转变；4）拐点信号需要传导使得新进入者凭借低毛利改变市场格局获得市值成长，模拟企业的长期高毛利格局有可能在边际上转变；4）拐点信号需要

重视企业的研发投入边际变化，轻资产的设计公司无法直接以资产产生收益来直接量化未来的增长，而研发投入边际增长是看企重视企业的研发投入边际变化，轻资产的设计公司无法直接以资产产生收益来直接量化未来的增长，而研发投入边际增长是看企

业未来成长出现拐点的先行信号业未来成长出现拐点的先行信号

2 2 半导体设备行业的确定性边际变化是中国集成电路产线的建设周期将会集中在2017H2-2018年释放半导体设备行业的确定性边际变化是中国集成电路产线的建设周期将会集中在2017H2-2018年释放。在投资周期中，能够充分在投资周期中，能够充分

享受本轮投资红利的是半导体设备公司。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的半导体设备标的，从逻辑上来讲都是非常顺理成章的。我们深入享受本轮投资红利的是半导体设备公司。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的半导体设备标的，从逻辑上来讲都是非常顺理成章的。我们深入

细拆每个季度大陆地区的设备投资支出，以此为节奏来观察投资时点的判断。细拆每个季度大陆地区的设备投资支出，以此为节奏来观察投资时点的判断。判断中国大陆地区对于设备采购需求的边际改判断中国大陆地区对于设备采购需求的边际改

善善2017 3Q开始，在开始，在2018H1达到巅峰。达到巅峰。

3 半导体封测板块业绩确定性兑现，以产业发展规律为内因，叠加下半年行业行业边际改善确定的催化。3 半导体封测板块业绩确定性兑现，以产业发展规律为内因，叠加下半年行业行业边际改善确定的催化。试图从规模、投资和技试图从规模、投资和技

术三个维度来证明大陆封装企业已经在追赶全球封测龙头的道路上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因此是板块中真正能享受本轮半导体复术三个维度来证明大陆封装企业已经在追赶全球封测龙头的道路上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因此是板块中真正能享受本轮半导体复

苏带来的产业链受益红利。而边际上的改善在于增量的市场机会以及估值重塑，我们详细论证。苏带来的产业链受益红利。而边际上的改善在于增量的市场机会以及估值重塑，我们详细论证。

以下为正文以下为正文

1 设计设计——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江水暖鸭先知

探讨设计企业具有超越周期的成长路径，核心在于企业的赛道逻辑和所能看的清晰的发展轨迹。设计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和探讨设计企业具有超越周期的成长路径，核心在于企业的赛道逻辑和所能看的清晰的发展轨迹。设计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和

专利壁垒。专利壁垒。设计公司核心指标要素是研发投入，取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设计公司的面向下游广泛，没有通用逻辑放之四海而皆准，讨论

人为基础，技术核心为导向，找准的是市场空间+赛道+成长速度。

统计设计公司的增速明显优于整体行业增速。处于行业上游位置具有高壁垒和行业敏感性，主动寻求未来应用判断走势，正确的实现路径

将迅速扩大企业规模和增长。历史证明设计公司的成长速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准。



资本市场倾向于给高风险收益比予估值溢价，当成长逻辑得到验证时往往伴随戴维斯双击。很多设计公司成为“一代拳皇”往往是顺应趋

势下的爆发性增长。

设计企业产业边际变化逻辑设计企业产业边际变化逻辑

1 中国大陆电子产业集聚效应催生上游半导体供应链本土化需求，以及工程师红利是大环境边际改善中国大陆电子产业集聚效应催生上游半导体供应链本土化需求，以及工程师红利是大环境边际改善。中国电子产业在全球的地位

已经得到快速的提升，进入主流产品如苹果供应链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多。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齐备的终端电子产品的生态，并且从出出

口导向型市场转变为消费型主导市场，下游终端产品对上游半导体行业供应链本地化需求强烈。口导向型市场转变为消费型主导市场，下游终端产品对上游半导体行业供应链本地化需求强烈。就产业环境而言，中国还有一个中国还有一个

优势在于工程师红利优势在于工程师红利。过去20 多年，中国培育了大量高等工科教育毕业生，中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的数量，相当于美国、欧洲、日本和

印度培养出来的工程师的总数，工程师红利明显。



2 赛道边际转换逻辑在于过去十年以下游的应用驱动设计公司的成长转换为由设计公司主导应用正在发生。2 赛道边际转换逻辑在于过去十年以下游的应用驱动设计公司的成长转换为由设计公司主导应用正在发生。

从需求层面看企业成长空间。类似90年代的PC和10年的智能手机带来的亿级大空间增量市场将很容易推动企业的快速增长。设计企业能够

在成长轨迹上实现跨越式突破的可能性来自于赛道的选择。

但站在现在时点看，人工智能是确定性的方向，在所有已有领域的人工智能渗透，都将极大的改变人类的生活。处于最前沿的芯片公司处于最前沿的芯片公司

的革新正在以此而发生，重新定义底层架构的芯片，从上游推动行业的变革的革新正在以此而发生，重新定义底层架构的芯片，从上游推动行业的变革。在并没有具体应用场景爆发之前已经给予芯片公司充分

的高估值就是认可设计公司的价值。

 

3“高毛利”红利消散传导使得新进入者凭借低毛利改变市场格局获得市值成长，模拟企业的长期高毛利格局有可能在边际上转3“高毛利”红利消散传导使得新进入者凭借低毛利改变市场格局获得市值成长，模拟企业的长期高毛利格局有可能在边际上转

变变。高毛利在于创新和领先技术的壁垒造成的垄断，以及在赛道上的优先优势。但随着中国芯片设计企业进入芯片领域的扩散，有些几十

年行业格局没有发生变化产业格局稳定的垄断性行业有可能发生变化。

以数字芯片AP供应商高通（统计高通的QCT芯片售卖业务，剔除QTL授权业务高毛利）和联发科的毛利率对比，推导在竞争者进入以数字芯片AP供应商高通（统计高通的QCT芯片售卖业务，剔除QTL授权业务高毛利）和联发科的毛利率对比，推导在竞争者进入

令原先领先者毛利下降的趋势和变革的发生是长期不可逆的趋势，而在过程中以低毛利率进入的竞争者获得了成长令原先领先者毛利下降的趋势和变革的发生是长期不可逆的趋势，而在过程中以低毛利率进入的竞争者获得了成长。从一家独大

的高通到现时高通联发科共驱动，证明新进入者依靠低毛利成长改变行业格局的逻辑成立。

模拟芯片市场，主要玩家TI和ADI长期享受高毛利红利，产业格局尚未发生质变。但以数字芯片历程推导，在通用市场新进入者凭借低毛

利改变市场格局，获得市值成长的逻辑可以顺推。



4拐点信号需要重视企业的研发投入边际变化，轻资产的设计公司无法直接以资产产生收益来直接量化未来的增长，而研发投入4拐点信号需要重视企业的研发投入边际变化，轻资产的设计公司无法直接以资产产生收益来直接量化未来的增长，而研发投入

边际增长是看企业未来成长出现拐点的先行信号边际增长是看企业未来成长出现拐点的先行信号。设计公司高壁垒的核心是创新。创新就是创造市场上还没有的产品或成本。创新的创新的

商业性质铸就了公司的壁垒，定价能力决定了超额利润，研发的作用是制造和提高进入壁垒商业性质铸就了公司的壁垒，定价能力决定了超额利润，研发的作用是制造和提高进入壁垒，，超额利润吸引新的进入者，打破现

有厂商的垄断，迫使后者继续创新，技术迭代。创新的指标就是研发投入量化正相关衡量。

选取美股各个领域的龙头公司和A股设计公司的研发占比情况，发现中国公司的研发占销售占比和美国公司相差不大，甚至像全志科技全志科技还

遥遥领先。

投资图谱投资图谱





2 设备设备——确定性的订单边际改善增量确定性的订单边际改善增量

2016H2-2018是半导体景气周期的开启，也是半导体设备的大周期。在景气度上行时间点上，通常也会伴随设备周期的上行。

美股重要的设备公司AMAT上调了2017年WFE（Wafer Fabrication Equipment）投资的预期，从2017年初5%全年增长上调至美股重要的设备公司AMAT上调了2017年WFE（Wafer Fabrication Equipment）投资的预期，从2017年初5%全年增长上调至

15%，上调增长再次验证今明两年是半导体设备大年周期的开启15%，上调增长再次验证今明两年是半导体设备大年周期的开启。同时预期WFE在今明两年将迅速达到400亿美元。已经给出2017-2018

半导体景气度上行的判断，同时我们也看到半导体景气度的上升带来对半导体设备的需求，全球WFE也在2010年之后再次达到了同比增速

的高点。



设备企业产业边际变化逻辑设备企业产业边际变化逻辑

半导体投资的确定性主线投资机会之一是中国集成电路产线的建设周期。这段周期将会集中在2017H2-2018年释放半导体投资的确定性主线投资机会之一是中国集成电路产线的建设周期。这段周期将会集中在2017H2-2018年释放。在投资周期

中，能够充分享受本轮投资红利的是半导体设备公司。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的半导体设备标的，从逻辑上来讲都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关注半导体设备投资，必须先区分存量市场和增量市场空间。存量市场主要以中芯国际，华力微等国内现有产线的资本支出为主，增量来

自于已经公布的国内计划新建的晶圆厂。

公布的密集投资的晶圆厂建设投资金额和时间节奏。

投资的晶圆厂以Foundry（中芯国际，华力微，联电）和IDM（长江存储，合肥长鑫，福建晋华）为主。经验公式，每1000片12寸晶圆线每1000片12寸晶圆线

的设备投资以1亿美金计的设备投资以1亿美金计。我们折算总的投资金额为600亿美金，具体设备投资额480亿美元。

我们继续深入细拆每个季度的设备投资支出，以此为节奏来观察投资时点的判断我们继续深入细拆每个季度的设备投资支出，以此为节奏来观察投资时点的判断。我们假设的基础：1）对于存量产线，我们按照公

司披露的Capex支出为参考，按照55%的Capex比例计算设备每季度的采购额；2）对于新建产线，我们按照披露的投资Capex，按70%的比例

计算设备的采购额，同时结合预期的产线建设完工期和设备的leadtime，计算每季度的采购额。



判断中国大陆地区对于设备采购需求的边际改善判断中国大陆地区对于设备采购需求的边际改善2017 3Q开始，在开始，在2018H1达到巅峰达到巅峰。对于投资而言，关注的是订单增量，我们分析

国内晶圆厂产线建设带来的对设备采购的边际增量。设备采购周期开启从2018Q1开始见到累积的订单驱动。



随着国内产线建设周期的开启，追溯上游的设备采购订单，受益公司集中在海外重要的设备公司。当然，设备的采购逻辑不止集中在中国

大陆地区，随着先进制程的开启和3D NAND的集中投产，设备企业的大年周期开启还刚开始。

边际的改善来自于每季度订单的变化，我们以AMAT的季报披露的数据为判断，验证到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订单额正在攀升，同样边际的改善来自于每季度订单的变化，我们以AMAT的季报披露的数据为判断，验证到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订单额正在攀升，同样

验证了我们对于正在增长的中国产线建设带动下的设备采购正进入上升通道验证了我们对于正在增长的中国产线建设带动下的设备采购正进入上升通道。

设备公司投资图谱设备公司投资图谱



3 封装封装——基本面基本面3因素及增量市场边际改善以及估值重塑因素及增量市场边际改善以及估值重塑

封测板块业绩确定性兑现，以产业发展规律为内因，叠加下半年行业边际改善确定的催化封测板块业绩确定性兑现，以产业发展规律为内因，叠加下半年行业边际改善确定的催化。1 从行业规模来看，全球半导体产值将

继续呈现上扬趋势。行业规模正增长，封测和行业呈正相关。2 通过观察封装设备BB值对于A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2017年前两个月的封

测设备BB值在1.49左右，预示今年下半年封测行业的需求拉动产能填满可以高看一线。同时，全球最大的封装设备供应商ASM Pacific最

新财报披露，公司2017年前两个月新增订单已超过2016Q1订单总额。预计今年尤其在Wafer Level Fanout封装产品上将产生贡献。我们判

断这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封装企业龙头公司长电科技、华天科技等作出了很大贡献。3强调在后摩尔定律时代，封测企业的角色重构

对估值的重塑。从超越摩尔定律角度看，SiP和Fanout两项技术将重构封测厂的地位和角色，向方案解决商转变过程中，封装企业的地位

将进一步提升。4 相较于其他子板块，封侧板块的业绩确定性最为明显。

 

自上而下来看，观察封测设备的BB值对于A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我们观察封测设备BB值判断国内的封测企业将迎来景气上扬阶段。作为

国内半导体产业链里最具有确定性业绩兑现的板块，相较于前端设备的BB值，封测行业设备BB值显示出更强的周期性，而且周期以一年为

期。从周期角度看，Q3Q4通常为半导体封测行业开工率较高的时期，而设备订购的leadtime以半年为期，因此封测行业的BB值在Q1会向上

扬。我们通常可以通过Q1的封测行业设备BB值来判断半年后的封测景气度。2017年前两个月的封测设备BB值在1.49左右，预示今年2H封测

行业的需求拉动产能填满可以高看一线。



封测企业产业边际变化逻辑封测企业产业边际变化逻辑

一切先行指标的预计脱离不了基本面的分析和判断，我们将试图从规模、投资和技术三个维度来证明大陆封装企业已经在追赶全球封测龙

头的道路上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因此是板块中真正能享受本轮半导体复苏带来的产业链受益红利。

1  规模效应边际改善持续提升增强企业行业地位1  规模效应边际改善持续提升增强企业行业地位

封装本质上是集成电路产业链中赚钱最难的行业，需要通过不断加大投资来赚取每一块钱上的边际增量封装本质上是集成电路产业链中赚钱最难的行业，需要通过不断加大投资来赚取每一块钱上的边际增量。国内封测三强（长电科

技、华天科技、通富微电）的销售额在2016年合计达到280亿（长电科技180亿，华天科技50亿，通富微电49亿），同时期日月光的销售额

约合人民币339亿人民币（日月光的封装业务部分），矽品的销售额184亿人民币，安靠的销售额246亿人民币。我们认为，经过这些年的

发展，中国大陆的封测行业率先跻身全球集成电路产业链分工，充分享受全球半导体行业增长带来的行业红利。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陆封

装企业依托下游市场的带动，在增速方面会显著优于海内外同类企业。

封装企业在经过M&A之后，优质的海外客户逐渐导入，迎来了增单机会封装企业在经过M&A之后，优质的海外客户逐渐导入，迎来了增单机会。一定要重视的是，封装企业的客户多样化可以在为企业降低

风险的同时提升规模效应。在国内企业的扩张过程中，海外客户的导入对于企业的增长有很大的裨益。中国的封装企业在完成重要的M&A

之后（长电科技收购星科金鹏，华天科技收购FCI，通富微电收购AMD封装厂）除了技术上的引进，借助收购赢得Tier1的客户是很重要

的。而在企业快速增长过程中，增加的重要海外客户都是企业经营边际上的提升增加的重要海外客户都是企业经营边际上的提升。



2 Capex边际改善提升企业未来盈利能力2 Capex边际改善提升企业未来盈利能力

封装企业的重投资属性决定了只有在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才能保证不断获得利润的回报封装企业的重投资属性决定了只有在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才能保证不断获得利润的回报。衡量封装企业是否能持续保持发展态势的

评判重要指标毫无疑问是Capex。观察从2013-2016年海内外封装企业的Capex投资，海外的日月光和安靠都处于均衡的状态，每年的投资

稳定在一个平均的水平，因此稳定的投资带来的是稳定的回报；而大陆企业明显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也能让回报不断的呈现上升增长轨

道。

3 大陆封装企业先进封装比例边际改善优于行业水准3 大陆封装企业先进封装比例边际改善优于行业水准

我们认为封装不是一个2000亿人民币的存量市场，而仍然是一个处于不断增长中的增量市场。增量来自于先进封装的贡献。我们观察全球

先进封装市场的演进，在2016年先进封装比例占封装市场总量的比例为30%。同时，国内三强2016年营收构成来看，先进封装占比在2016年先进封装比例占封装市场总量的比例为30%。同时，国内三强2016年营收构成来看，先进封装占比

的平均值为35%。的平均值为35%。我们认为国内三强的先进封装已经处于行业平均水准之上。



从先进封装的掌握程度来看，中国的封装企业和海外相比也不遑多让。

封测企业未来成长上限——关于EPS和PE的思考封测企业未来成长上限——关于EPS和PE的思考

我们接下来的思考是，封装企业在已经出现规模效应和技术演进之后，从现在往后看，行业的天花板是否已经出现？是否还有增量的市场

机会以及估值重塑？我们也将试图从几个角度来重新再思考这些问题。

估值重塑来自于后摩尔定律时代封装企业的角色重构估值重塑来自于后摩尔定律时代封装企业的角色重构

在后摩尔定律时代，封测企业正在向方案解决商的角色转变，地位也会被重新定义和架构。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与传统封测企业所承

担的职责不同，随着芯片工艺发展遇到了瓶颈，整体系统性能的提升成为关注的重点。封测企业不再是简单的芯片封装和测试，而会转变

为方案解决商。从这个角度而言，封测厂的地位会被重新定义和架构。

从超越摩尔定律角度看，从超越摩尔定律角度看，SiP将重构封测厂的地位和角色，向方案解决商转变将重构封测厂的地位和角色，向方案解决商转变。封装厂需要提供：从芯片封装到系统集成的整体解决

方案；具备系统设计和测试能力；除了传统芯片封装之外，EMI防护，3D/嵌入式封装结构，嵌入式天线等高集成度方案的know how，都

将由封装厂来掌握。进一步而言，封装厂将从单纯的为某一家Fabless提供芯片封装方案，转变成为下游的整机商提供完整的系统解决方

案，比如封装厂将瑞萨的MCU和博通的无线芯片封装在同一个package里，这在IoT的应用来看，是非常常见的。从封装，应用，市场3个
维度来看，封装厂将针对不同的封装原件使用不同的封装技术，再将其整合在一起，满足下游应用的不同需求。



从摩尔定律角度看，从摩尔定律角度看，FOWLP将延续封测领域的将延续封测领域的“先进制程先进制程”。随着晶圆厂在先进制程上的进展，不断满足摩尔定律的要求，每一颗晶圆

的尺寸在不断缩小。然而，同制造技术不同，后道封测并不遵从摩尔定律的发展，换言之，直接在晶圆上的植球尺寸，不会满足同比例缩

小的技术演进。对于封测厂商来说，随着I/O口的增多和晶圆尺寸的缩小，如何再满足封装管脚的引出，是一大挑战。因此，我们

将Fanout技术视为摩尔定律发展下，封测厂的“先进制程”。Fanout技术会更多的应用于SoC，比如台积电为苹果A10提供的InFo，就

是Fanout的一种。中道制造和后道封装的融合，而嫁接之间的桥梁就是Fanout。

增量EPS来自于国内产线的建设带动增量EPS来自于国内产线的建设带动

晶圆厂扩张带来的潜在增单效应对于封装厂来说是提升行业天花板的上限。毫无疑问，国内目前在建晶圆制造线有15条，未来产能将达85

万片/月。国内的制造投资如火如荼，但是配套的封测厂并没有相应增多。上游厂商多，下游封测少，未来封测厂必将成为产能输出的卡

口，地位会有所一步提升。

在建的晶圆厂能够给封装企业带来多少潜在的营收增量，我们根据现有的存量市场上晶圆厂的产能输出和封装厂的营收之间的数据进行大

致的测算。结论是按照现有的制造和封测产能对比，新增的产出将给封装厂带来50亿美金市场的增量。结论是按照现有的制造和封测产能对比，新增的产出将给封装厂带来50亿美金市场的增量。



投资图谱投资图谱

天风电子

陈俊杰（半导体） 13651983874

行业思考报告系列

【天风电子】拐点向上，砥砺前行——半导体板块2017H2投资思考：http://dwz.cn/6r8Sc2

【天风电子】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对现阶段国内半导体板块的投资思考：http://dwz.cn/5sF2IJ

【天风电子】抽死剥茧——探寻本轮半导体元器件涨价背后的原因：http://dwz.cn/6sp4Jz

【天风电子】台积电股价创新高，产业链备货明朗，半导体2H迎来业绩驱动下的反弹：：http://dwz.cn/64doMR
【天风电子】超越摩尔定律下的SiP行业深度报告： http://dwz.cn/45h1Oj

【天风电子】 封测厂：后摩尔定律时代的方案解决商：http://dwz.cn/4KThct

【天风电子】顺势而为——半导体产业结构转移下的中美半导体行业趋势：http://dwz.cn/5y0sHh

【天风电子】乘风破浪正当时——中国半导体M&A嫁接全球资源： http://dwz.cn/6sp7W9

重点覆盖公司报告

华天科技华天科技

华天科技2017H1半年报解读会议纪要及点评：http://dwz.cn/6spcS2

华天科技2017Q1半年报解读会议纪要及点评：http://dwz.cn/6spcxw
华天昆山3.27调研纪要：http://dwz.cn/6spcgy
华天科技深度报告：http://dwz.cn/4kygP2
华天科技先进封装研究院院长/研发总监SiP行业交流纪要：http://dwz.cn/4fh86h
华天科技（昆山）高管交流纪要：http://dwz.cn/4BWVBz
华天科技（西安）高管交流纪要：http://dwz.cn/4BWY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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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科技2016Q3财报电话会纪要：http://dwz.cn/4Eqf0L
长电科技长电科技

【天风电子】详细拆分长电科技半年报业绩：http://dwz.cn/6spgLS

【天风电子】长电科技FY2017Q1财报解读&观点：http://dwz.cn/6spgsV

【天风电子】长电科技2016年报会议纪要：http://dwz.cn/6spgkx

长电科技高层访谈纪要：http://dwz.cn/4BaGFV
长电科技推荐点评 ：http://dwz.cn/4fh64m
长电科技全年预增，拆分2016年盈利情况，看好推荐！：http://dwz.cn/5sF4Tg
【天风电子】从“长电科技二次反馈意见回复”解读星科金朋看好逻辑：http://dwz.cn/5sF57H
【天风电子】星科金朋（上海厂）调研纪要：http://dwz.cn/6spfNr
【天风电子】靴子落地，航母起航——长电科技重组过会点评:http://dwz.cn/6spg5h
圣邦股份圣邦股份

圣邦股份首次覆盖报告：http://dwz.cn/6spiAe
圣邦股份调研纪要：http://dwz.cn/6spiMW
兆易创新兆易创新

兆易创新深度报告：http://dwz.cn/6spkKq
打造中国的Cypress——兆易创新收购ISSI点评 ：http://dwz.cn/6splec

【天风电子】中国的Cypress扬帆起航——兆易创新复牌点评：http://dwz.cn/6splnl

【天风电子】兆易创新董事长独家交流纪要：http://dwz.cn/6spm2P

【天风电子】兆易创新一季报点评：http://dwz.cn/6splYK

【天风电子】兆易创新调研纪要：http://dwz.cn/6spmOY

ASMPacific
半导体设备行业深度报告1：ASMPacific（00522）——进击的设备龙头： http://dwz.cn/5WNOfh
持续推荐港股优质标的ASMPT：http://dwz.cn/6spogr
【天风电子】二季度财报超预期，错杀重新构筑机会——ASMPT半年报点评：http://dwz.cn/6spoz6
【天风电子】ASMPT电话会议纪要： http://dwz.cn/6spoZO
中芯国际中芯国际

1 中芯国际深度报告：http://dwz.cn/6spvgV
2 2016-9-8 中芯国际调研纪要：http://dwz.cn/4xHa5V
3 2016-9-6 中芯国际Q2财报解读：http://dwz.cn/4xPlDG
4 中芯国际Q3财报解读&法说会：：http://dwz.cn/4xVRTF
5 2017-6-13 中芯国际调研纪要：http://dwz.cn/6spvZY
6  2017-8-15 中芯国际调研纪要：http://dwz.cn/6spwES
长川科技长川科技

【天风电子】半导体设备行业深度报告2：长川科技——快速成长的集成电路测试设备商：http://dwz.cn/6sppD4
【天风电子】长川科技调研纪要：http://dwz.cn/6spq3S

【天风电子】Xcerra收购点评：http://dwz.cn/6spquN

北方华创北方华创

1【天风电子】北方华创半年报业绩符合预期，持续推进半导体核心设备业务：http://dwz.cn/6spqVF
2【天风电子】蓄势待发——北方华创FY2017Q1季报点评：http://dwz.cn/6sprMn
3【天风电子】设备订单逻辑兑现——北方华创中标大额订单点评：http://dwz.cn/6sps2U
4 【天风电子】谋定后动——北方华创收购资产点评：http://dwz.cn/6spskb
江丰电子江丰电子

江丰电子深度报告：http://dwz.cn/6sptXv

江丰电子调研纪要：http://dwz.cn/6sptaP

海外半导体研究系列

1【天风电子&策略海外】台积电Q4最强解读和前瞻行业指引

http://note.youdao.com/share/index.html?id=a4231091681bddb41734a1839085b420&type=note#/
2 【天风电子&策略海外】SkyworksQ1财报解读和观点

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id=cc43a89e22267bcbae659b6913d94802
3 【天风电子&策略海外】三星电子Q4拆解及17年深度前瞻

http://note.youdao.com/share/index.html?id=60957e7755d209f34b20774ecff9f778&type=note&from=singlemessage#/
4 【天风电子&策略海外】遇到了点小麻烦——高通2017Q1解读

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id=4b978742ac31fdb58c0f0948104b8b93
5 【天风电子&策略海外】大市场下的完整方案解决商——Cypress2016Q4财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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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id=1eba2ed30d379571f68b70d7f23a293d
6 【天风电子&策略海外】从AMAT2017Q1财报解读半导体行业增长五大驱动因素

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id=1329c3bd2e839ba4d883854e34c71235
7 【天风电子&策略海外】台积电2017Q1解读和前瞻行业指引

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id=82f3ef282fd6cd471890111e56431bb8
8 【天风电子&策略海外】高通2017Q1解读和前瞻行业指引

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id=0185a0cd32dae502e41a05d1f1366a02
9 【天风电子&策略海外】日月光2017Q1解读和前瞻行业指引

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id=d2344c1cff4fb6edcccaaf45d78a63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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