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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信息安全芯片正式启航！ 
 
■事件：1 月 23 日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发布，会议强调国家安全是安邦

定国的重要基石。中国电子集团在上周也宣布和戴尔签署了合作备忘

录，操作系统和服务器的全方位合作意味着去 ioe 和芯片安全已经正

式拉开了序幕。我们认为在五大安全中的军工电子公司如振华科技、

欧比特和兴森科技都会最大程度的受益这国家安全战略趋势！ 

■点评：1、CEC 集团多方合作打造信息安全平台，振华集团下飞腾

芯片将打开产业环境：1）CEC 集团和戴尔签署了的合作备忘录，不

仅在操作系统上进行合作。同时，戴尔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将探索联合开发基于 ARM 架构服务器芯片的合作模式。2）ARM

架构服务器芯片正是飞腾科技一直研发设计的芯片之一，飞腾科技所

研发的基于 ARM 架构的 CPU 和服务器芯片流片结果基本已经成功，

产业环境将是集团的下一步重要布局。3）同时我们认为浪潮集团也

是在国家安全积极重要布局的几大科技集团之一，其下的浪潮信息的

服务器是国产化趋势下的重要一环，我们预测几大集团在国家安全和

国产化的过程中，一定会互相合作扶持，振华服务器芯片也会受益于

浪潮集团的服务器国产化替代。 

2、飞腾科技和苏州盛科双重卡位，受益国家信息安全大趋势：中国

振华集团下的盛科网络（交换机芯片制造商）和飞腾科技项目下的

CPU 芯片和服务器芯片建设项目是振华集团提早卡位，这两方向都

将受益国家信息安全大趋势。在去 ioe 大背景下，我们认为飞腾科技

的服务器芯片将会在去 ioe 的大浪潮下获得更多的国家扶持和集团合

作。同时，苏州盛科的交换机芯片目前和国外客户持续接洽中，有望

在明年初实现客户量与质的突破。 

3、军工信息安全+芯片国产化，振华科技、欧比特和兴森科技都是

在这一趋势中受益最多的企业：振华集团飞腾科技项目的服务器芯片

和 CPU 芯片符合军工信息安全和去 ioe 的大背景，集团的苏州盛科公

司也符合芯片国产化的整体布局，振华科技公司长期成长前景远大，

积极推荐，买入-A 评级。欧比特公司是我们上周发布的深度报告，

公司的 soc 和 sip 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属于宇航级芯片品质要求是高

于军工级的；公司还积极布局微小卫星和人脸识别公安应用，我们认

为公司的独一性和军工安全属性还尚未被市场所反映，积极推荐，买

入-A 评级。兴森科技未来最大弹性业务来自于 IC 载板，随着军工芯

片的需求提升，对于样板、IC 载板的需求也会进一步提升，公司 14

年军工订单饱满，较 13 年达到翻倍，从产业链反馈来看，我们认为

军工、华为等高需求客户后续将给公司带来几倍的弹性空间，积极推

荐，买入-A 评级。 

■风险提示：订单不达预期，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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