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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上市公司简评 计算机设备Ⅱ 

国产芯片里程碑，安可桌面

主力军 

 

事件 

天津飞腾正式发布新一代桌面处理器 FT-2000/4 

简评 

飞腾 FT-2000/4 芯片各项参数指标对标国际先进，实测性能与英

特尔 2016 年主流桌面 CPU 相当。FT-2000/4 通用计算处理器芯

片集成 4 个飞腾自主研发的处理器核心 FTC663，兼容 64 位 

ARMv8 指令集，16nm 制程，主频最高 3.0GHz，最大功耗 10W。

该款芯片在 CPU 核心技术上实现了新突破，进一步缩小了与国

际主流桌面  CPU 的性能差距。在专业  CPU 性能测试软件 

SPEC2006 中，FT-2000/4 全芯片实测整数计算得分 61.1，浮点

计算得分 62.5，相比飞腾上一代桌面 CPU FT-1500A/4 提升近 1 

倍，访存带宽提升 3 倍，整体性能表现相当于 2016 年 Intel 主流

桌面 CPU 水平。 

飞腾 FT-2000/4 支持完善的低功耗设计、电源管理，支持国密算

法，从 CPU 层面实现可信计算。飞腾 FT-2000/4 最大功耗仅有 

10W，相比上一代 FT-1500A/4 功耗降低 33%，实现了卓越的 

CPU 能效比。芯片支持以 Core 为单位的电源关断和动态频率调

整，单核 1GHz 下芯片功耗降为 3.8W，并支持系统待机、休眠

等多项低功耗技术，为便携式终端的更长续航能力提供支撑。基

于 CPU 的内置安全可以为系统安全提供根本可信的安全底座，

飞腾提出了自主的处理器安全平台架构标准  PSPA (Phytium 

Security Platform Architecture)，定义了飞腾芯片安全相关的软硬

件实现规范。FT-2000/4 支持 PSPA 标准，支持 SM2、SM3 和 

SM4 国密算法，从 CPU 层面实现可信计算，有效护航信息安全。  

深度适配国产银河麒麟操作系统（PC 版），国内整机和软件企业

已展开产品研制和优化适配，今年 Q4 基于 FT-2000/4 的国产整

机将大规模量产。目前，FT-2000/4 已和国产银河麒麟操作系统

（PC 版）完成了全部适配工作，众多国产软件厂商也已陆续开展

针对 FT-2000/4 和新版操作系统的优化适配。包括联想、长城、

同方、浪潮、曙光等整机厂商，以及宝龙达、联达、创智成、研

祥、汉为等 ODM 厂商正在开展基于 FT-2000/4 的台式机、笔记

本、一体机、加固本等各类型终端和板卡的研制，相关产品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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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 

股票价格绝对/相对市场表现（%）  
1 个月 3 个月 12 个月 

28.72/24.69 39.47/36.68 92.22/82.39 

12 月最高/最低价（元）  13.87/4.63 

总股本（万股）  292,818.21 

流通 A 股（万股）  249,070.23 

总市值（亿元）  370.12 

流通市值（亿元）  314.82 

近 3 月日均成交量（万）  9,959.71 

主要股东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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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报告  

19.09.02 

【中信建投计算机设备Ⅱ】中国长城

(000066):2019 年半年报业绩点评：公

司主业经营明显好转，信息安全整机业

务营收毛利率大增，产能备足等待放量 

19.08.27 

【中信建投计算机设备Ⅱ】中国长城

(000066):重大事件点评：自主芯片稀缺

性明显，自主硬件平台成长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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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Q4 陆续推出并投放市场。 

图表1： 公司主要合作伙伴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随着自主安全应用推进加速，飞腾 FT-2000/4 的性能和生态领先其他国产 CPU 芯片，基于飞腾 FT-2000/4+银河

麒麟操作系统的国产桌面终端将成为安可桌面终端市场的主力军。在外部环境影响下，自主安全应用推进加速

明显，今年作为产业化元年，在局部规模应用试点带动下，我们预计 2019 年天津飞腾营业收入有望达到 10 亿

元。随着飞腾 FT-2000/4 新四核芯片推出，整体性能接近国际主流桌面芯片水平，在目前国产 CPU 芯片中性能

和生态领先优势明显，产业链配套和支持完善，随着明年安全可靠应用大规模推广，基于飞腾 FT-2000/4+银河

麒麟 OS 的国产终端将成为安可桌面终端的主流产品。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 

我们认为，随着天津飞腾 35%股权即将注入中国长城，自主安全应用推进即将爆发，自主整机销售放量，

预计公司经营业绩在未来三年有望实现高速增长。考虑到 2019、2020 年公司物业销售收入将分别带来 6 亿元左

右净利润，我们预计公司 2019 年至 2021 年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2.4、16.8、18.8 亿元，相应 19 年至 20 年 EPS

分别为 0.42、0.57、0.64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分别为 23、17、15 倍，公司作为自主 CPU 核心标的和自主整机

主要供应商，稀缺性明显，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与提示：自主安全应用推进不及预期，天津飞腾芯片产能不及预期、公司自主整机投产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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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以上证指数或者深证综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5—15％；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15％；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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