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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月 5 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两会上，李
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突破供
给约束堵点，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需要关注的内容包括：加大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力度，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加计扣除比例从
75%提高到 100%；加强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等供给保障，实施龙头企
业保链稳链工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

近一年电子指数与沪深 300 走势对比图

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

20%

和供给能力。建议关注获得“专精特新”资质认证的科技企业。
◼
0%

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以来，两国生产的高纯气体和半导体原材料涨幅
明显。高纯氖气、氙气、氪气、氦气、钯自 2021 年末的涨幅分别达到
475%、50%、56%、53%、43%，2 月 14 日之后的价格呈现加速上升的趋
势。据 Techcet，美国近 50%的高纯氖气进口自乌克兰，俄罗斯供应了

-20%

全球 33%的钯，两国冲突造成了半导体材料的大幅上涨，由俄罗斯天
电子（申万）

沪深300

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应的氦气被延迟了 6 个月以上。

资料来源：ifind，中航证券研究所

◼

据 Technews，台积电已经建立“企业风险系统”，解决气体、化学品
供应相关风险，确保拥有多样化的氖气供应商和地区，以及一定的安
全库存。我们认为，短期的冲突不会对半导体产业造成过大的供应链
短缺，但如果冲突持续半年以上，对半导体生产和市场或产生造成较
大的扰动。建议关注凯美特气、华特气体等国内特气标的。

◼

建议关注：高景气行业的龙头，业绩增长较确定的标的：闻泰科技、
士兰微、扬杰科技、韦尔股份、江海股份、法拉电子、圣邦股份、瑞
芯微、兆易创新、景旺电子等。

◼

风险提示：国际形势恶化的风险、疫情发展超预期、流动性风险

股市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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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大事回顾
1.1 两会关注科技创新
在 3 月 5 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两会上，李克强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今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进科技创新，
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需要关注的内容包括：加
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力度，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加计扣除比例从 75%提高到 100%；加
强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等供给保障，实施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
定；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
创新和供给能力。

图表 1：政府工作报告：加大企业创新激励力度

图表 2：政府工作报告：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来源：中国政府网，中航证券研究所

来源：中国政府网，中航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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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政府工作报告：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图表 4：政府工作报告：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来源：中国政府网，中航证券研究所

来源：中国政府网，中航证券研究所

据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网，被认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居民企业。
（2）职工总数不超过 500 人、年销售收入不超过 2 亿元、资产总额不超过 2 亿元。
（3）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禁止、限制和淘汰类。
（4）企业在填报上一年及当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科研
严重失信行为，且企业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5）企业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所得分值不低于 60 分，且科技人
员指标得分不得为 0 分。
满足以上要求的大多是非上市公司，全国共计注册科技型中小企业 606827 家，主要分布
在江苏、广东等地。我们认为，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 75%提高到 100%，
有利于一级市场的成长，长期来看，有利于增加北交所、科创板企业的数量，带动电子板块
的活力。上市公司中，建议关注获得“专精特新”资质认证的科技企业。
图表 5：全国科技型小企业分布

来源：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网，中航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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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各地方政府的报告中，也提到了对科技、电动车、集成电路行业的支持。

图表 6：地方政府对电子产业政策支持频出

北 市科委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72 个、资金 3 亿元，市发改委批复设立 3 家北京市工程研究中
京 心，支持怀柔建立高端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产业生态体系。
设立运行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安徽中心，开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联合攻关，促进
安
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更多嵌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快长鑫存储二期、中航锂电等重大项目
徽
建设。
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企业，促进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超高清视频
广
及新型显示、智能终端、软件等产业集聚发展，加快发展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开展智
州
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推进智能网联汽车示范运营
增强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国产设备、零部件、材料、设计软件等补链强链固链计
上
划，高标准建设电子化学品专区。促进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算法
海
创新行动，布局发展一批智能终端产品和机场、建筑、能源等场景应用。
来源：政府官网，中航证券研究所

1.2 俄乌冲突导致半导体材料加速上涨
自 2022 年 2 月 14 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以来，两国生产的高纯气体和半导体原材料
涨幅明显。高纯氖气、氙气、氪气、氦气、钯自 2021 年末的涨幅分别达到 475%、50%、56%、
53%、43%，2 月 14 日之后的价格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据 Techcet，美国近 50%的高纯氖气进
口自乌克兰，俄罗斯供应了全球 33%的钯，两国冲突造成了半导体材料的大幅上涨，由俄罗斯
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应的氦气被延迟了 6 个月以上。

图表 7：2022 年以来，部分半导体材料相对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价格涨幅

来源：ifind，中航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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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Technews，台积电已经建立“企业风险系统”，解决气体、化学品供应相关风险，确
保拥有多样化的氖气供应商和地区，以及一定的安全库存。我们认为，短期的冲突不会对半
导体产业造成过大的供应链短缺，但如果冲突持续半年以上，对半导体生产和市场或产生造
成较大的扰动。建议关注凯美特气、华特气体等国内特气标的。

二、市场行情回顾
2.1 本周电子行业位列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第 30
电子（申万）板块指数周涨跌幅为-4.3%，在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中排名第 30。
图表 8：本周申万一级子行业板块涨跌幅排行

来源：ifind，中航证券研究所

图表 9：本周申万电子三级子行业板块涨跌幅排行

来源：ifind，中航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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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周个股表现
本周电子行业涨幅前五：碳元科技 9.40%、海洋王 8.95%、京泉华 8.70%、西陇科学 7.87%、
科森科技 7.08%；
本周电子行业跌幅前五：兴瑞科技-17.60%、拓邦股份-16.77%、天华超净-15.80%、隆利
科技-14.12%、瑞可达-14.09%。

图表 10：本周电子行业涨幅前十

图表 11：本周电子行业跌幅前十

来源：ifind，中航证券研究所

来源：ifind，中航证券研究所

本周电子行业涨幅靠后，功率、存储板块的部分龙头企业相对稳定。

图表 12：细分行业龙头走势

本周涨幅

一年内高位至
今涨幅

最新价格
2022-03-05

一年内最高价(元)

PE（TTM）

扬杰科技

0.41%

-16.71%

67.88

81.50

51.11

兆易创新

0.05%

-34.18%

154.77

235.13

55.66

澜起科技

-0.39%

-25.03%

76.83

102.48

117.88

士兰微

-0.39%

-25.21%

55.93

74.78

105.47

瑞芯微

-3.37%

-38.42%

114.52

185.98

88.64

江海股份

-3.85%

-17.10%

24.24

29.24

41.82

闻泰科技

-4.26%

-21.28%

113.26

143.88

64.23

韦尔股份

-4.44%

-32.13%

234.14

345.00

45.58

圣邦股份

-4.54%

-15.81%

327.51

389.00

145.05

来源：ifind，中航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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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外行业新闻动态
3.1 光刻胶大厂旭化成工厂发生爆炸
据日本中央社报道，3 月 1 日下午 14 时左右，位于日本宫崎县延冈市水尻町的旭化成集
团“Kayak Japan”东海工厂发生爆炸和火灾。爆炸还对工厂附近的几处住宅造成了轻微的基
础设施损坏。目前旭化成是世界最大的 5 家滤膜制造企业之一。世界上很多净水厂都在使用
旭化成的滤膜来净化水资源。旭化成也是日本最大的医用透析器（人工肾）制造商，占据日
本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旭化成还是全球四大锂电池隔膜巨头之一。此外，旭化成还是全球
光刻胶主要供应商之一。同时，旭化成旗下还生产半导体芯片。
https://mp.weixin.qq.com/s/h_fXIAqjExkXmvTkdePiuQ
3.2 俄乌局势累及汽车制造业
德新社 3 月 2 日报道，乌克兰冲突引发的供应链问题已经影响到庞大的汽车产业，全球
多家汽车制造商因此宣布暂时停工。3 月 1 日，宝马集团一名发言人透露，因供应延迟，宝马
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工厂生产都将受到影响，何时停工以及停工多久还有待评估。据悉，
宝马所用汽车线束采购自乌克兰西部。穆迪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氖气产
量合计占全球 70%。氖气是芯片制造的重要原材料，全球半导体产业、尤其是汽车制造业已经
忧心于持续一段时间的“芯片荒”，如今还要担心俄乌局势导致氖供应短缺的危险。多种重
要金属的生产也受到影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钛产量合计占全球 13%、钯产量占全球 30%，俄
罗斯还是世界主要的镍产地之一。这些原材料均为汽车工业所需。美联社 2 日的报道称，眼
下供应链“不可能”赶上全球生产商需求。
https://mp.weixin.qq.com/s/_uzJ5IF_PhdnZlpH_r-x-A

四、国内行业新闻动态
4.1 台积电、联电等晶圆厂已提高关键气体备货量
台湾经济日报 3 月 1 日消息，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米玉杰表示，半导体短缺情况估计还
会延续两到三年，只有新的晶圆厂量产后才能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他还指出，与两年前相
较，目前对未来需求的了解已清晰得多。不仅新冠疫情的流行扰乱全球经济，电子产品在日
常生活中的日益普及，也导致半导体需求激增。
中航证券研究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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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Sftf9gR-AyU8HSKHUPYr4Q
4.2 新竹科学园跳电，半导体、光电厂商受创
据台湾经济日报消息，3 月 1 日下午 15 时，晶圆代工厂力积电主变压器跳脱故障，造成
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发生大规模电力压降，导致力积电与邻近的台积电、世界先进、友达等半
导体大厂生产都受影响，受创企业涵盖半导体、光电两大领域，实际损失仍在核查中。当地
管理局表示，半导体制程的敏感机台大多有不断电系统（UPS）保护，其余机台则会跳脱电力，
启动保护程式。但业界人士指出，半导体厂发生压降时，黄光区有电压稳定装置，不致发生
晶圆报废情况，但薄膜、扩散、蚀刻区的风险较大，可以说是全面报废。以昨天压降幅度介
于 79%至 95%之间来看，等于是“断电”，即便时间不到 1 秒钟，仍会对厂商造成影响。
https://mp.weixin.qq.com/s/h_fXIAqjExkXmvTkdePiuQ
4.3 华为宣布加大技术投入：尝试超越香农极限、突破芯片工艺
近日，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 MWC2022 巴塞罗那展期间发表主题演讲，称华为不会退出
海外市场，同时还明确了华为将大幅增加对根技术的战略投入，努力重构技术底座，其中就
有尝试突破香农理论，以及突破芯片工艺等重点。据郭平所介绍，华为正在努力实现三个重
构：基础理论、架构和软件。这三个重构将支撑 ICT 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https://mp.weixin.qq.com/s/-bVHJvYcrfyjDrtN8hyB5A

五、风险提示
国际形势恶化的风险、疫情发展超预期、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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