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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海外市场专题  

半导体“地摊经济”模式行不通 
 

 “地摊经济”是“专柜经济”的补充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是城市
里的一种边缘经济。最适合地摊经济模式的是小额的、满足分散需求
的商品或服务，是高大上“专柜经济”的补充。 

 现阶段半导体制造具有“地摊经济”特征 

一是规模小。2020 年 Q1 大陆半导体代工份额只有 6%，相对于全球
半导体产业来说，是补充性的，属于边缘角色。二是技术落后。全球
最领先的台积电已经到 3nm 了，而大陆最先进的只有 14nm。所以，
从技术先进性只是小范围的代工能力，最先进的服务器、SOC 等还无
法代工。三是产能小。大陆最大半导体代工厂产能只有全球龙头产能
的 15%。从产能看，大陆半导体产业具有“地摊经济”的小、散特征，
没有规模优势。 

 半导体规模效应显著，具有“专柜经济”潜质 

规模经济效应与其需求的分散程度成反比。大批量流水线式的产品在
产业需求市场的份额越大，规模经济效应就越明显。半导体产业的不
同细分领域显示出全不同规模经济效应: 

一是重资产、需求集中的环节，规模济效应较为明显，例如制造。 

二是轻资产、长尾需求多的环节，规模经济效应较不明显，例如设计。 

正因为有以上逻辑存在，半导体制造的规模效应显著，多年以来全球
代工龙头台积电一直在享受规模优势带来的红利，台积电的市场份额
已经超过 50%，且还在逐年增长，与第二名的差距越来越大。 

 半导体，要从“地摊经济”，走向“专柜经济” 

在整体市场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想要继续发挥规模效应，有三条重要
途径：一是通过并购成为做大做强，已并购成为全球半导体的主旋律，
交易金额逐年增加。二是举国体制发展半导体，日韩可借鉴。日本、
韩国曾经都是通过“举国体制”造就了各自辉煌的半导体产业。三是
借助“陪练”，从地摊走向专柜。芯片不同于其它电子元器件，芯片的
稳定性、可靠性是需要在实际使用中检验、再迭代优化。在芯片正式
量产之前，需要有客户愿意吃“第一口”，也就是试用。在半导体发展
历史中，芯片巨头从“地摊到专柜”，都有下游厂商的鼎立相助。 

 投资建议：从供给角度推荐既是现在的龙头也是未来的龙头 

半导体制造是大投入、长期积累的产业，成立 20 年的中芯国际、成
立 15 年的华虹半导体已经在先进工艺和特色工艺领域有巨额资本投
入和大量经验积累，是现在的龙头也是未来的龙头。2020 年是半导体
制造的大年，继续推荐：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 

 投资风险 

半导体制造是重资产行业，折旧大。贸易战加剧导致无法购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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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是“专柜经济”的补充 

补充性的服务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地摊经济是城

市里的一种边缘经济。 

图 1：地摊经济是补充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满足小额刚需 

最适合地摊经济模式的是小额的、满足刚需的商品，最好卖、最赚钱的十大地

摊小商品： 

 地摊小吃：麻辣烫、各种肉串、爆米花、棉花糖。 

 小饰品：手机饰品、女生饰品。 

 居家用品：拖鞋、四件套、小家电。 

 玩具：气球、荧光棒。 

 服装女包：情侣装、亲子装、女装、女包。 

 工艺摆件：手工工艺品、陶瓷、多肉植物。 

 游戏摊位：套圈、套娃娃、抓零食。 

 水果摊：各种。 

地摊经济是过渡 

地摊经济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也是众多大型经济

体的起步形式。下到个人，上到国家，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经济表现形式。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人口流入城市是不可避

免的，而城市人群也需要城市提供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多元化的服务。随着

城市化进程提升，小地摊经济搬进商业大厦、产品创新升级，进入新一轮经济

发展阶段。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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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半导体制造具有“地摊经济”特征 

规模小 

2020 年 Q1 大陆半导体代工份额只有 6%，相对于全球半导体产业来说，是补

充性的，属于边缘角色。 

图 2：2020Q1 中国大陆半导体代工厂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 拓扑璞产业研究院，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技术落后 

全球最领先的台积电已经到 3nm 了，而大陆最先进的只有 14nm。所以，从技

术先进性只是小范围的代工能力，最先进的服务器、SOC 等还无法代工。 

图 3：全球半导体代工厂先进工艺制程及承接能力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产能小 

大陆最大半导体代工厂产能只有全球龙头产能的 15%。从产能看，大陆半导体

产业具有“地摊经济”的小、散特征，没有规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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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全球半导体代工厂产能（等效 8 寸）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规模效应显著，具有“专柜经济”潜质 

规模效应与需求分散程度成反比 

规模经济效应指生产规模越大、平均生产本越低的一种现象。这一现象在半导

体产业中同样存在。一般而言，产业规模经济效应与其需求的分散程度成反比。

大批量流水线式的产品在产业需求的份额越大，规模经济效应就越明显。反之，

小批量定制化产品的份额越大规模经济效应就越不明显。 

图 5：规模效应与需求分散程度成反比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半导体制造的规模效应强于设计 

半导体产业的不同细分领域显示出全不同规模经济效应: 

 重资产、需求集中的环节(制造)中，规模济效应较为明显。 

 轻资产、长尾效应明显的环节(设计)中规模经济效应较不明显。 

集成电路产业中重资产的环节对于设备和研发投资的需求极大，而且呈不断上

升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产能的集中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企业必不断扩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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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产能以使产品的边际成本下降，保证销售收入能够覆盖设备的开支。 

半导体制造业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设备的购买费用随着晶圆尺寸扩大和工艺

节点进步以极快的速度增加。集成电路制造企业不得不持续推动工艺的迭代，

同时在市场竞争下扩展产能，以形成规模优势。 

半导体制造中最适合大规模生产的是出货量较大的逻辑电路，所以半导体代工

领域有台积电，逻辑电路的设计领域有高通、博通、海思等只做设计的 fabless

厂商。 

而功率器件的定制化程度较高，单个芯片的出货量没有逻辑芯片大，所以，市

场上主流的功率器件厂商都是 IDM 模式，例如功率器件龙头英飞凌。 

从这一点也看出，产品的特征决定了商业模式，想要做大功率器件，最好的商

业模式是 IDM。 

龙头份额超 50%，且还在提升 

正因为有以上逻辑存在，半导体制造的规模效应显著，多年以来全球代工龙头

台积电正在享受规模优势带来的红利。台积电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 50%，且还

在逐年增长。 

图 6：2020 年 Q1 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厂营收排名 

 

资料来源：ICinsight，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工艺尺寸越先进，需要投入越多。以全球半导体代工厂资本开支为例，2019 年

台积电资本支出 154 亿美元，远远超过其它半导体代工厂的收入，台积电资本

支出分别是中芯国际收入的 5 倍、华虹半导体收入的 16 倍、联电收入的 3 倍、

世界先进收入的 1 倍，高塔半导体收入的 1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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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全球主流代工厂资本开支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从“地摊经济”，走向“专柜” 

全球半导体增速放缓 

半导体是全球化的产业，我们想要判断中国半导体收入增速，必须首先要了解

全球情况，半导体作为科技产业的基础已经有 73 年的发展历史，自从 1947 年

贝尔实验室的第一个集成电路（只有 1 个晶体管）发明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

整体已经进入成熟稳定阶段。 

2019 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 4098 亿美元，1999 年为 1494 亿美元。过去 20 年

年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复合增速为 5.2%。 

图 8：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WSTS，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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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是做大做强的重要途经 

在整体市场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想要继续发挥规模效应，并购成为做大做强的

重要手段。 

无论是 A 股的半导体公司，还是美股半导体公司，并购成为主旋律，交易金额

逐年增加。 

图 9：全球半导体并购交易规模 

 

资料来源: Insights，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举国体制发展半导体，日韩可借鉴 

日本“举国体制”发展半导体产业。1970~1985 年，日本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

化，以钢铁为代表的“厚重长大”产业陷入低迷，芯片、家电等“轻薄短小”

产业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在半导体产业实行“举国体制”推动的“超

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为日本半导体产业奠定了基础。该项目由日本

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牵头，以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日本电气

五大公司为骨干，联合日本通产省的电气技术实验室、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

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共投资 720 亿日元，用于半导体产业核心

技术的突破。 

图 10：日本 VLSI 技术研究组合 

 

资料来源: 日本官产学合作的技术创新联盟案例研究，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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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府输血半导体产业。1983年-1987年，韩国实施“半导体工业振兴计划”，

政府共投入 3.46 亿美元的贷款，激发 20 亿美元的私人投资。韩国政府推进“政

府+大财团”的经济发展模式。20 世纪 80 年代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得益于韩

国国内的政策扶持计划，由于如此庞大的资源部集中于少数财团，他们可以迅

速进入资本密集型的存储芯片生产领域，并最终克服初期巨大财务损失。 

借助“陪练”，从地摊走向专柜 

获得合作伙伴、客户认可，能绑定下游的半导体公司才有未来。特别是在成熟

发展的产业里面，寻找下游厂商的“陪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陪练”的作用

在于帮助芯片设计商迭代优化产品。 

芯片不同于其它电子元器件，芯片的稳定性、可靠性是需要在实际使用中检验、

再迭代优化。在芯片正式量产之前，需要有客户愿意吃“第一口”，也就是试用。 

在半导体发展历史中，芯片巨头从“地摊到专柜”，都有下游厂商的鼎立相助。 

芯片巨头英特尔在 PC 的成功和在手机的失败，都与下游厂商的绑定有关。在

PC 的成功是起源于英特尔在 IBM 个人电脑的巨大成功，在智能手机的失败是

因为主动放弃苹果的手机芯片。 

英特尔在 PC 的成功有 2 个绑定，一是在 1981 起步阶段绑定当时的电脑巨头

IBM。二是在后期建立 CPU 生态绑定所有电脑厂商。 

 1981~1985 绑定电脑龙头厂商。1980 以前，以 IBM 为首的大部分电脑厂

商都是自己设计 CPU，英特尔是低端 CPU 市场。1981 年 IBM 为了短平

快地推出产品，首次采用英特尔的 8086 处理器。1985 年英特尔推出兼容

的 80386，其它电脑厂商为了能和 IBM电脑兼容，都采用英特尔的处理器，

从此以后，英特尔在电脑 CPU 市场逐渐形成垄断地位。 

 1986~至今绑定大部分电脑品牌厂商。英特尔基于自己的 CPU 做电脑整机

（此处的整机是面向 ODM/OEM 厂商的解决方案、参考样机，而不是面向

消费者的终端产品），使得下游伙伴厂商不用花太多精力只需改动 5%左右

就能生产各种品牌的电脑。 

以上逻辑在国内也有验证。海思手机 SOC 芯片的成功，是因为背后有华为手机

让其练手。比亚迪微电子的成功，是因为比亚迪自身有 MOSFET、IGBT 的需

求，比亚迪其它业务为微电子部门当“陪练”。 

寒武纪的成也华为，败也华为，寒武纪的大客户变竞争对手的案例更能说明以

上逻辑。根据寒武纪招股说明书，2018 年的首要客户贡献了营收占比 95.44%

的公司 A，在 2019 年落到了第 4 位，贡献比例也降到了 14.34%。 

招股书解释称，系初创期公司 A 得到授权，将寒武纪终端智能处理器 IP 集成于

其旗舰智能手机芯片中并实现批量出货。由此推测，公司 A 是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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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寒武纪前五大客户 

 

资料来源：寒武纪招股说明书，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投资建议 

我们现在不确定哪些芯片设计公司会崛起，但是我们知道国内芯片设计公司肯

定要崛起，只要国内芯片设计公司能崛起，国内的半导体代工制造肯定会受益。

我们从供给的角度推荐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 

产业属性决定，现在的龙头也是未来的龙头。半导体制造是大投入、长期积累

的产业，成立 20 年的中芯国际、成立 15 年的华虹半导体已经在先进工艺和特

色工艺领域有巨额资本投入和大量经验积累。中芯国际是中国大陆先进工艺的

龙头、华虹半导体是特色工艺龙头，现在的龙头也是未来的龙头。 

行业投资风险 

第一， 重资产行业折旧影响利润。 

第二， 资本开支大，影响现金流。 

第三， 全球半导体代工领先者与国内代工厂的竞争。 

第四， 贸易战加剧，导致国内代工厂无法购买设备。 

 

 

附录：我们已发布的半导体专题报告精选： 

《科技商业模式专题一《全球科技商业模式——地区篇》20200327 

《科技商业模式专题系列研究之二：半导体商业模式要“去全球化”》2020-04-17 

《美国打压华为及半导体——苦难辉煌，多难兴企》2020-05-16 

《买半导体，就是买中芯国际》2020-05-13 

《中芯国际拟科创板 IPO，利好公司长远发展》 2020-05-06 

《半导体专题研究系列十七：半导体行情来了买什么》2020-05-05 

《中芯国际-00981.HK-重大事件快评：14nm 芯片大概率已用于荣耀 Play4T》

2020-04-13 

《中芯国际-00981.HK-重大事件快评：受益于半导体国产化，业绩指引喜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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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2020-04-08 

《前沿科技观察：AI 助力芯片设计，开启科技大时代序幕》2020-03-13 

《中芯国际-00981.HK-14nm 贡献收入，一季度淡季不淡》2020-02-14 

《中芯国际-00981.HK-重大事件快评：重新认识核心资产，中芯国际从低估到

合理估值》2020-01-16 

《中芯国际-00981.HK-重大事件快评：华为海思对外出售芯片利好中芯国际》

2020-01-10 

《中芯国际-00981.HK-国产化替代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2019-11-12 

《中芯国际-00981.HK-重大事件快评：受益于国产化替代，EUV 推迟交货不影

响短期业绩》2020-11-08 

《中芯国际-00981.HK-半导体代工龙头，看好先进制程》2019-09-16 

深度报告：《中芯国际-00981.HK：半导体代工龙头，看好先进制程》20190916 

深度报告：《华虹半导体-01347.HK-后摩尔时代迎接汽车半导体红利》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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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投资评级 

类别 级别 定义 

股票 

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20%之间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10%之间 

卖出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行业 

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10%之间 

低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分析师承诺 

负责编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分析师在此声明: 

1. 本报告所述所有观点准确反映了本人对上述美股、港股市场及其证券的个人

见解。 

2.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

在执业过程中恪守独立诚信、勤勉尽职、谨慎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独立、

客观的出具本报告，并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公开、合规渠道。 

3. 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内容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地收到

任何形式的补偿。 

风险提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版权归我公司所有，仅供我公司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

而视其为客户。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复制或传播。

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我公司向

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 

本报告仅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内地居民或机构。在此范围之外的接收人（如有），无论是否曾经或现在为我公

司客户，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接受或者使用本报告。否则，接收人应自行承担由此产

生的相关义务或者责任；如果因此给我公司造成任何损害的，接收人应当予以赔偿。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我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该资料及信息的完

整性、准确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我公司于本报告公开

发布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新但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本公司其他分析人员或专业

人士可能因为不同的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口头或书面的发表与本报告

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观点。 

我公司或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

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金融产品等相关

服务。本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

报告中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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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或邀请。在

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应结

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自行判断是否采用本报告所载内容和信息并自行承

担风险。我公司及雇员对投资者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说明 

本公司具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取得

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及其咨询人员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

的相关信息、分析、预测或建议，并直接或间接收取服务费用的活动。 

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

构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

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客户发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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