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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形势 

  智能终端适老化改造开启加速模式                       |MORE⊿ 

自去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的实施方案》以来，各级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各方主体积极进行适

老化改造行动。手机、电视机作为老年人每天都会接触的智能终端产品，成

为智能终端适老化改革的头排兵。近日发布的《移动终端适老化技术要求》

《移动终端适老化测试方法》《智能电视适老化设计技术要求》三项团体标

准，对智能手机和电视的适老化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智能终端生产厂

商设计适老化产品提供了权威参考。 

  六部门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       |MORE⊿ 

  《工业互联网与钢铁行业融合应用参考指南》专家论证会在京召开 

2021 年 7 月 2 日，《工业互联网与钢铁行业融合应用参考指南》（下称

《指南》）专家论证会在京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毛新平等来自钢铁冶金领

域、信息通信领域的专家对《指南》进行了深入论证，并一致通过。 

《指南》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原材料工业司共同指导，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组织钢铁行业和信息通信行业骨干企业联合研究编制。

《指南》立足钢铁行业建设与应用工业互联网、加快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需求，

为广大钢铁企业进行应用场景选择、应用模式打造、关键系统构建、组织实

施方法等提供路径参考和方法指导。《指南》适用于具有良好自动化、信息

化基础的钢铁企业，也适用于基础一般但有进一步改造提升需求的钢铁企业。 

会议认为，《指南》紧扣钢铁行业特点和企业转型需求，聚焦工业互联

网网络、平台、数据、安全四大体系和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

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六大模式，结构完整、主线清晰，

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后续，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原材料工业司

将按流程推动《指南》印发，引导行业发展。 

  北京经开区：要确立在全国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领导地位    |MORE⊿ 

7 月 8 日，在北京亦庄创新发布会上，《“十四五”时期北京经济技术开

http://www.cena.com.cn/smartt/20210705/112372.html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103290
https://www.dramx.com/News/made-sealing/20210709-288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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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发展建设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外发布。

根据《规划》，到 2025 年，北京经开区地区生产总值将实现 3800 亿元以上，

千亿级创新产业集群数量达到 6 个，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突破 20 亿美元，数

字经济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15%左右。 

北京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李冬明在解读《规划》时指出，北京经开

区始终坚持在服务服从国家战略中发展，“十四五”期间，北京经开区在产

业链创新链上将进一步发力，以“白菜心”工程等重大攻坚项目为抓手，继

续强化集成电路制造和装备环节优势，确立北京经开区在全国集成电路全产

业链发展的领导地位。 

  工信部等十部门印发《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MORE⊿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市场对于国际芯片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 

|MORE⊿ 

7 月 13 日，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白皮书，对中国半导体产业进行

盘点。白皮书指出，中国市场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芯片公司在今

天和未来的成功都至关重要，与中国扩大甚至完全脱钩将导致美国芯片公司

的全球市场份额下降 8%至 18%，并建议美国应对半导体竞争应基于技术竞

争力的提升以及供应链弹性的加强。 

  上海发布重磅文件 对集成电路产业链提出规划 

7 月 1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在集成电路方面，规划指明确发展目标，到 2025 年，基本

建成具备自主发展能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成电路创新高地。以自主创新、

规模发展为重点，提升芯片设计、制造封测、装备材料全产业链能级。 

具体来看，芯片设计方面，加快突破面向云计算、数据中心、新一代通

信、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的高端处理器芯片、存储器芯

片、微处理器芯片、图像处理器芯片、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芯片(FPGA)、

5G 核心芯片等，推动骨干企业芯片设计能力进入 3 纳米及以下，打造国家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103487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715/112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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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平台，支持新型指令集、关键核心 IP 等形成市场竞

争力。 

制造封测方面，加快先进工艺研发，支持 12 英寸先进工艺生产线建设

和特色工艺产线建设，争取产能倍增，加快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发展；发展

晶圆级封装、2.5D/3D 封装、柔性基板封装、系统封装等先进封装技术。 

装备材料方面，加强装备材料创新发展，突破光刻设备、刻蚀设备、薄

膜设备、离子注入设备、湿法设备、检测设备等集成电路前道核心工艺设备；

提升 12 英寸硅片、高端掩膜板、光刻胶、湿化学品、电子特气等基础材料

产能和技术水平，强化本地配套能力。 

规划还指出，充分发挥张江实验室、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等“1+4”

创新体系的引领作用，加强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研发和布局，联合长三角开

展产业链协作。加快建设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东方芯港、电子化学品

专区等特色产业园区载体，引进建设一批重大项目。 

  新型工业化道路怎么走？工信部强调了这 5 点 

16 日上午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新

闻发言人田玉龙介绍了接下来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规划和措施。 

田玉龙表示，目前工信部正围绕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奋斗目标、实现

途径和重点任务进行部署，今年下半年将陆续出台“十四五”及中长期工业

和信息化的规划，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建立企业主导的产业

创新生态，着力打造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新优势，实施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工

程，突破一批重大标志性的技术、产品和装备，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建

设工程、建设开放协同高效的共享技术平台。 

二是要打造现代化的产业链。继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瞄准关系到

国计民生、国家安全、高技术战略性领域，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强链和补链，

推动传统产业全产业改造升级，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

装备以及航空航天海洋等新兴产业领域，大力发展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掌握产业发展主动权。 

三是推动制造业实现“三化”发展，即“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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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扩大高质量产品供给能力，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高

端制造品牌，大力推动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智慧产业供应链，培育壮

大智能服务的新模式和新业态，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发展和完善绿色

制造体系，加快制造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构建绿色工业的增长新引擎。 

四是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快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包括具有生态

主导力的领航企业，实施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工程，培育一批“专精特

新”的小巨人企业，使这些大中小企业能够实现融通创新发展，提升在重点

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的产业链配套协作体系，加快培育形成一批世界

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五是构建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我们要联合多个部门继续完善创新财

税支持政策，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优化金融产品服务供给，构建金融有

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制造业人才队伍

的专业素质和素养，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体系，

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利益共同体，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浙江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十四五”规划发布，谋划布局第三

代半导体等颠覆性技术                                        |MORE⊿ 

  美国政府计划斥资 520 亿美元解决芯片供应问题 

新浪科技讯 据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周四表示，

拜登政府正在制定计划，如果国会通过一项为半导体供应提供资金的法案，

拜登政府将迅速拿出 52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364 亿元）来解决半导体供

应问题。 

  上海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年均增速达 20%                              |MORE⊿ 

7 月 21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的通知。 

整体看来，《规划》涵盖了发展基础、总体要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103673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10721/d684ff525ead40d8a2dfa51e541a14e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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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面向未来的先导产业、空间布局、重大专项工程、保障措施七大部分。 

发展基础方面，《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上海大力培育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关键产品不断突破，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发展

质量持续提升。其中，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超过 20%；一批关键核

心技术实现突破，集成电路先进工艺实现量产，7 纳米和 5 纳米刻蚀机进入

国际先进生产线，桌面 CPU、千万门级 FPGA 等关键产品达到国际主流水平，

12 英寸大硅片实现批量供应；全球首款人工智能云端深度学习定制化芯片

发布；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一期募资近 500 亿元等。 

  发展先进半导体芯片生产技术，欧盟宣布成立两个工业联盟  |MORE⊿ 

先前宣布将积极布局半导体制造产业的欧盟，日前欧盟委员会宣布启动

了两个新的工业联盟，分别是“处理器和半导体技术联盟”、以及“欧洲工

业数据、边缘和云联盟”。 未来将借由这两个新联盟，推动下一代半导体芯

片和工业/边缘云计算技术，并为欧盟提供加强其关键数字化基础设施、产

品和服务所需的能力。 这两联盟也将汇集企业、成员国代表、学术界、用

户、以及研究和技术组织共同加入参与。 

  两部委联合召开“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 

2021 年 7 月 23 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实施工业互联

网创新发展战略”和“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务实推

进《“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

应急管理部在京联合召开“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应急管理

部党委委员、副部长（正部长级）尚勇，党委委员、副部长刘伟，工业和信

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江平，副部长徐晓兰出席会议。 

尚勇指出，实施“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三年行动计划是提升应急管

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手段，要在部分地区、部分企业先行组织开展试点建设，

推动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的延伸。后续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两部委

要形成齐头并进、同频共振的工作局面，确保三年行动计划顺利有序推进。 

王江平指出，“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

是释放数据要素红利的重要引擎。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和大力支持下，“工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721-289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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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互联网+安全生产”三年行动开局良好。下一步纵深推进“工业互联网+

安全生产”行动计划，要重点聚焦数字化转型，牢牢抓住数据，发挥企业和

园区的主体作用。 

刘伟指出，在前期扎实工作基础上，一要抓紧推进“工业互联网+安全

生产”三年行动计划形成实效，二要积极推进危化试点建设方案并深入实施，

三要强化两部委的合作工作机制。 

徐晓兰指出，要持续深化“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数据汇聚工作，推

动“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数据支撑平台与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一

体化布局。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昕出席会议，工业和信息化部、

应急管理部相关司局，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有

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深化平台资源要素集聚，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徐晓兰赴山东

烟台调研  

2021 年 7 月 2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赴山东烟台调研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并出席全国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深度行（烟台站）暨胶东经济

圈工业互联网峰会。调研期间，徐晓兰深入工厂、园区，对工业互联网平台

建设推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化工行业“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应用情

况等进行调研。 

徐晓兰表示，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是贯

彻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部署，强化创新驱动、改革推动、融合带动的有

力支撑，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对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意义重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开

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坚持行业特色导向和生产需求牵引，深入应用场

景，培育壮大数字化管理、平台化设计、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

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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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兰指出，要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的指导意见》，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和“工业互联网+安全

生产”三年行动计划加快落地。提升平台技术供给质量和应用服务水平，深

化工业互联网平台资源要素集聚，加强工业互联网推广应用与行业数字化转

型协同联动，深入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加快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中心体系建设，打造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综合服务能力，发挥数据生产要

素作用，持续深化融合应用。持续健全产业发展生态，提升工业互联网网络、

平台、安全、数据公共服务能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山东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凌文，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烟台市委书记傅明先，工业和信

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山东省工信厅、烟台市人

民政府相关负责人陪同调研。 

  推动 5G应用规模化发展 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肖亚庆出席全国

5G 行业应用规模化发展现场会并调研 

2021 年 7 月 24－25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在广东

出席全国 5G 行业应用规模化发展现场会并调研。 

肖亚庆在 5G 行业应用规模化发展现场会总结发言中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 5G的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 5G 应用规模化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重要举措，对于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肖亚庆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为抓手，把 5G 建设好、发展好、应用好，全力推动 5G

行业应用创新，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需求导向，树立一批

高水平应用标杆，形成一批成熟的应用解决方案，建设一批行业特色应用集

群。坚持问题导向，增强芯片、模组等关键产业环节的供给能力，提升 5G

网络的支撑能力，加强应用安全保障能力。坚持成果导向，加快 5G 应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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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推广，加强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合作，加快建立产品共同创新、

价值共同创造、利益共同分享的市场化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推动

5G 应用规模化发展，打造 5G 应用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社会

各领域的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提供坚实支撑。 

在深圳和东莞，肖亚庆先后到妈湾港、创维科技工业园、比亚迪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供电局鹏城变电站、华为团泊洼工厂调研，并参观了 5G 行业

融合应用精品展示，深入了解 5G 技术在智慧港口、柔性智能工厂、数字电

网及智慧园区等方面的应用情况。 

调研期间，肖亚庆同广东省政府及深圳市、东莞市负责同志，就大力推

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 5G 全面协同发展、深入推进 5G 赋能千行百业

等交换了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刘烈宏，部总工程师韩夏

出席会议并一同调研。部相关司局、部直属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各省（区、

市）及计划单列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通信管理局负责同志，相关基础

电信企业、高等院校、制造企业、行业用户、行业协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与会代表进行了分组调研和深入交流。 

  韩国将为半导体、电池、疫苗三大国家战略技术产业提供减税政策

支持 

韩联社 7 月 26 日消息，韩国将为半导体、电池、疫苗三大国家战略技

术产业提供 1.1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61.9 亿元）的减税政策支持，助推

核心技术产业不断发展。 

韩国政府 26 日公布涵盖上述内容的“2021 年税制修改案”，16 项税法

修正案将于今年 9 月 3 日提交国会审议。政府介绍称，该案的主要目标是

确保后新冠时代的经济增长动力、缓解 K 型分化、防止国际避税行为。 

韩国政府对跨国企业避税行为的管制力度将进一步加强。为防止跨国企

业将境内分公司伪装成联络处，修改案要求各公司联络处定期提交相关财务

资料，提供游戏、应用程序、视频等电子服务的公司需将交易明细保存五年。 

  工信部《行动计划》出台，新型数据中心站上“新风口”    |MORE⊿ 

当前，乘“新基建”之东风，数据中心正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看似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10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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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重提，实际上数据中心与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云计算、新能

源等多个热门领域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它肩负着将核心数据转化为高价值数

据资产的重任，被看作新基建的“中枢大脑”，同时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

键底座”，在新一轮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将用 3 年时间，基本形成

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绿色低碳、算力规模与数字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新型数

据中心发展格局。本次《行动计划》共提出 2 个节点目标，6 项重点任务及

6 项专栏工程，旨在从规划布局、技术、能效、算力等多方面统筹推进新型

数据中心建设和优化，并明确量化发展要求。 

  “彰显了中国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                                  |MORE⊿ 

----------------------------------- 政策形势 ------------------------------------ 

 行业动态 

  Silicon Labs 将举办“Works With”2021 全球物联网开发者大会 

                                                  |MORE⊿ 

Silicon Labs（芯科科技[1]）6 月 29 日宣布，将于美国中部时间 9 月 14

日至 15 日举办其第二届 Works With 2021 全球物联网开发者盛会。这一活动

于 2020 年首次举办，全球总计有 6000 多名与会者注册参加了去年的线上

大会，该届会议致力于通过亚马逊（Amazon）、康卡斯特（Comcast）、谷歌

（Google）、Ring 等众多领先企业参与的主题演讲、技术培训和工作坊，来

加速推动智能家居行业发展。今年，Works With 2021 开发者大会扩大了会

议的主题范围，涵盖智能家居以及三个新增的主题：智慧城市、工业物联网

（IIoT）和通用物联网。 

作为领先的为智能家居、智慧城市和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主要无线

连接协议和标准的公司，Silicon Labs 即将把物联网行业内最顶尖的巨头聚集

在一起，通过 Works With 这个全球盛会为物联网决策者和设备开发人员提

http://www.gov.cn/xinwen/2021-07/28/content_5627940.htm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68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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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实作培训和可操作的见解，助力他们构建、部署和互联所有最新的智能家

居、智慧城市和工业物联网技术，并推动其产品更快上市。开发人员将可以

聆听到公正的专家们的讨论，并参与由工程师专家主导的实操培训和工作坊。

与此同时，商业领袖和任何物联网投资者们都将了解到当前和未来物联网的

发展趋势，以及我们现状的缩影和利用最新技术所推动的方向，如应用于智

慧城市的 Wi-SUN 技术。 

  国内首条 12英寸先进传感器研发中试线成功通线           |MORE⊿ 

6 月 30 日，由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简称“创新中心”）建设的国

内首条 12 英寸先进传感器中试线成功通线。该中试线以国产设备为主，具

备晶圆键合、晶圆减薄、干湿法刻蚀、物理和化学气相沉积、原子层沉积、

化学机械研磨、湿法清洗、自动化量测等先进传感器和晶圆级 3D 集成技术

的核心工艺能力，同时为国产装备提供验证平台，加速先进传感器产业链国

产化，实现自主可控。 

  长电科技[2]发布 2021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2021 年 7 月 1 日，中国上海 —— 全球领先的集成电路制造和技术服

务提供商长电科技发布 2021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公告显示，长电科技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经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12.80 亿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人民币 9.14 亿左右，同比

增长 249%左右。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人民币 9.10 亿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6.14 亿元左右。本期业绩

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告披露，长电科技业绩增长主要来自于国际和国内客户的订单需求强

劲，公司营收同比大幅提升。国内外各工厂持续加大成本与营运费用管控，

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持续推动盈利能力提升。 

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带领下，不断强化精益管理、改善财务结构、加

大中高端人才引进，打造国际化的管理团队。管理层继续强化集团下各公司

间的协同效应、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丰富产能布局，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一流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7176660eaa894fa09bcd35eca3fe4eb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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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及服务，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PSiC2021 第四届中国国际新能源汽车功率半导体市场与关键技术

论坛成功举行                                                |MORE⊿ 

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新能源汽车功率半导体市场与关键技术论坛

（PSiC2021）”在浙江嘉善隆重举行，论坛由 PSiC 中国技术委员会、中国电

力电子产业网、北京电力电子学会、中国电源协会元器件专业委员会、中国

新能源汽车功率半导体关键技术与产业联盟、宽禁带半导体电力电子器件国

家重点实验室等主办，来自整车、电驱动、功率半导体等产业链上下游的

400 余人一起探讨了新能源车用功率半导体的未来。 

论坛以“同芯铸器智联未来”为主题，聚焦功率半导体基础材料、测试

设备、器件、电驱动、整车产业链，旨在打造供应链创新格局，推动新能源

汽车及功率半导体产业可持续发展。论坛由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赛晶亚太

半导体科技联合冠名，ROHM 以及轩田科技、广电计量、上海智湖、ASM、

Heraeus 赞助本次论坛。 

  捷捷微电[3]拟5亿元投建功率半导体 6 英寸晶圆及器件封测生产线

项目 

7月 2日，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全资子公司捷捷半导体有

限公司建设“功率半导体 6 英寸晶圆及器件封测生产线建设项目”，总投

资 5.1 亿元人民币。 

该项目拟总投资 5.1 亿元人民币（分二期），其中，固定资产投入不低

于总投资的 80%，设备投入不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 50%（包括净化成套装

置）。 

据介绍，上述项目计划采用深 Trench 刻蚀及填充工艺、高压等平面终

端工艺。主要产品为快恢复二极管芯片及器件，IGBT 模块配套用高电压大

通流整流芯片，低电容、低残压等保护器件芯片及器件，中高电压功率集成

芯片，平面可控硅芯片及其他芯片产品等。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704/1123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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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滤波器业务获物联网模块和手机客户订单，三安集成加速打造射频

前端方案一站式代工平台                                      |MORE⊿ 

  Nexperia 获得 Newport Wafer Fab 的 100%所有权，正式更名为

Nexperia Newport 

7 月 5 日，基础半导体器件领域的专家 Nexperia（安世半导体）宣布已

完成收购 Newport Wafer Fab （NWF）的交易协议签署，此举可助力公司实

现宏伟的增长目标和投资，进一步提高全球产能。通过此次收购，Nexperia

（安世半导体）获得了该威尔士半导体硅芯片生产工厂的 100% 所有权。

Nexperia Newport 将继续在威尔士半导体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引领新

港地区和该区域其他工厂的技术研发。 

Nexperia（安世半导体）是 Newport Wafer Fab 所提供晶圆代工服务的

客户，并于 2019 年通过投资 Neptune 6 Limited 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新

港工厂外，Nexperia（安世半导体）位于曼彻斯特和汉堡的另外两家欧洲制

造厂最近也获得了巨额投资。 

  联发科：今年成长动能强劲 有信心全年营收成长超过 40% 

联发科 7 月 5 日举行股东会，董事长蔡明介与执行长蔡力行同步向股

东信心喊话。蔡明介坦言，部分智能手机市场确实出现杂音，但联发科是全

球性销售布局的企业，加上产品多元，而且今年将投入历来最多的 30 亿美

元（约新台币 837 亿元）研发预算强化竞争力，看好今年营收与获利会是

强劲成长的一年。 

蔡力行则指出，无线通讯、人工智能与安谋（ARM）架构资料运算等领

域将持续蓬勃发展，联发科将持续投资关键技术，相信坚强技术组合与多元

化平台产生的综效，让公司在拓展各类市场时，能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蔡明介与蔡力行 7 月 5 日共同出席联发科股东会，小股东提问状况踊

跃，股东会直到近 11 时才顺利结束。在结束前，有小股东以临时动议的方

式询问，近期智能手机市场传出杂音，想了解公司如何看待对整体市场的影

响。 

http://www.elecfans.com/tongxin/rf/202107051652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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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介不讳言，手机市场出现杂音，是在部分地区，但现在联发科的产

品和客户销售是全世界性的，加上联发科的产品从手机到电视、平板、WiFi

甚至电源管理芯片，一年出货 20 亿颗产品，即使有部分地区有杂音，影响

还好。蔡明介强调，不只 5G，联发科在 4G 也会扩大市占率，更何况联发

科的产品不只手机芯片，还有电脑、平板、消费性电脑和电视等各式芯片，

布局多元，他对今、明年公司看法维持相当正面。 

蔡明介指出，联发科今年将投入 30 亿美元研发预算，致力发展 AI、后

5G、WiFi7 与安谋架构资料运算等多项领域，为下一阶段的成长累积优势，

依联发科每年研发费用占全球营收的 20%推算，今年营收至少 150 亿美元起

跳（约新台币 4185 亿元）。 

蔡明介认为，在疫情与全球瞬息万变现况下，对任何企业是考验也是机

会，他相信，今年将是联发科营收与获利强劲成长的一年，在各领域都有优

于市场表现。 

尽管 2021 年半导体产业面临供货挑战与各种情势，但基于健康的终端

市场需求，以及主要客户新产品积极导入，联发科今年成长动能相当强劲，

对于全年营收成长超过 40%，以及毛利率 44%至 46%的目标相当有信心。 

  芯和半导体携手罗德与施瓦茨成功举办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MORE⊿ 

2021 年 7 月 6 日，中国上海讯——为了更好地应对 5G 给国内半导体产

业链上下游带来的各种仿真分析和测试验证挑战，国内 EDA 行业仿真领域

的领导者芯和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和半导体”），与

全球测试测量领先的供应商之一罗德与施瓦茨近日举行签约仪式，联合宣布

双方缔结正式的战略合作关系。 

  西安紫光国芯[4]异质嵌入式 DRAM（SeDRAM）最新进展     |MORE⊿ 

  安世半导体成立独立半导体设备公司 ITEC 

继宣布收购 NWF100%股权后，闻泰科技全资子公司安世半导体

（Nexperia）再现大动作。 

7 月 6 日，安世半导体发布消息，总部位于荷兰奈梅亨，由飞利浦（现

为 Nexperia）于 1991 年创立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ITEC，今日宣布成为独立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bd24ec99e586447aa85e59aea0f24c0d.html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68966694fcf4482da3172fde9c54d9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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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但 ITEC 仍然是 Nexperia 集团的一部分。安世半导体表示，ITEC 致力

为全球半导体制造商提供经久耐用的创新性制造解决方案。通过此举，ITEC

能够及时解决第三方市场的问题，满足对半导体的喷井式需求。 

据介绍，ITEC 提供半导体、RFID 和 MiniLED 制造设备和系统，包括适用

于裸片粘接和芯片测试的 ADAT 组装设备、Parset 测试平台、用于半导体前

道和后道制造的智能视觉检测系统、工厂自动化和智能制造等解决方案，从

而实现先进的半导体后道制造。 

ITEC 总经理 Marcel Vugts 表示，在 ITEC 的历史上，通过使用我们生产的

设备，分立式半导体器件的年产量已大幅提高，从 1991 年的 45 亿增加到

2020 年的 900 多亿。随着当前全球芯片严重短缺及交货期的延长，ITEC 现

作为一家独立公司，有利于未来的发展。 

  中国移动旗下芯昇科技[5]独立运营 主攻物联网芯片、拟科创板上市 

|MORE⊿ 

  国际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发展与前景高峰论坛在哈开幕        |MORE⊿ 

7 月 6 日上午，由哈尔滨新区管委会、哈尔滨市科技局、第三代半导体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办的国际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发展与前景高峰论坛

在哈尔滨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喆出席开幕式，参加亚欧第三代半导体

科技创新合作中心（中俄分中心）合作协议签署活动，并为中俄第三代半导

体研究院揭牌。俄罗斯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奥谢普科夫致辞，市委副书

记、哈尔滨新区党工委书记代守仑致辞，副市长程晓明、栾志成参加开幕式。 

  三星电子第二季营业利润同比增 53.4% 半导体带动业绩增长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 7 月 7 日上午消息，据韩联社，三星电子 7 日发

布业绩报告，初步核实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为 12.5 万亿韩元（约

合人民币 712 亿元），同比增加 53.4%，为 2018 年第三季度以来最高。销售

额为 63 万亿韩元，同比增加 18.94%，创历年第二季之最。 

第二季度，半导体带动公司整体业绩上扬。三星方面没有公开各部门业

绩，但考虑到营业利润超乎预期，预计第二季度半导体营业利润达 7 至 8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706-28831.html
http://www.harbin.gov.cn/art/2021/7/7/art_98_11267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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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韩元，为第一季度的一倍以上。分析认为，半导体从第二季度开始步入

超级循环（Super Cycle）。这是因为疫情下非接触需求不断，用于半导体的

个人电脑销售业绩喜人，且数据中心服务器需求上升，三星 DRAM 存储器

价格走高。 

移动（IM）部门方面，得力于旗舰智能手机新品 Galaxy S21 提前上市，

该部门今年首季业绩良好，而第二季则有所下滑。新品上市效果不再，印度

和越南疫情蔓延引发需求减少、生产出现差池是业绩下滑的主因。券商预测，

第二季移动部门营业利润环比减少 1 万亿韩元，在 2.8 万亿韩元至 3.5 万亿

韩元之间。 

显示器（DP）部门营业利润预计为 9000 亿至 1 万亿韩元。在消费者家

电（CE）部门，电视和定制型家电“BESPOKE”系列业绩向好，但营业利润

可能不及首季。Neo QLED 电视销量少于首季，由于 LCD 面板价格上升和营

销费用增加，利润空间不大。 

券商预测三星电子第三季度业绩将保持增长，销售额达 70 万亿韩元，

营业利润达 13～15 万亿韩元，由此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超过 50 万亿韩元。 

分析指出，随着疫苗接种人数增加，个人电脑需求今年第二季度达到顶

峰后开始下滑，但是数据中心服务器需求从第二季度开始渐增，将带动下半

年业绩上扬。 

  独立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ITEC 借助高生产率的芯片组装系统缓解半

导体短缺问题 

由飞利浦（现为 Nexperia）于 1991 年创立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ITEC，

今日宣布成为独立实体。ITEC 仍然是 Nexperia（安世半导体）集团的一部

分。通过此举，ITEC 能够及时解决第三方市场的问题，满足对半导体的喷

井式需求。ITEC 致力为全球半导体制造商提供经久耐用的创新性制造解决

方案。 

ITEC 一直处于半导体生产的前沿。总经理 Marcel Vugts 表示：ITEC 扎

根于半导体制造领域，作为飞利浦、恩智浦和 Nexperia 的合作伙伴，我们

将 30 多年来的自动化专业知识与最先进的设备结合起来。ITEC 致力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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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技术和制程专业知识应用到量身定制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中，我们的客

户群使用的行业领先工具超过了 2500 个。我们能够助力客户在质量、生

产率和可持续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同时把总拥有成本降到最低。 

目前，ITEC 提供以下标杆性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先进的半导体后道制

造： 

▶ 适用于裸片粘接和芯片测试的 ADAT 组装设备——最快速的组装设

备，每秒处理的裸片数最多达 20 片，每个系统每天生产的芯片数达 150 

万片。 

▶ Parset 测试平台——用于小信号器件和功率 MOS 器件的电气参数

测试，速度高达每小时 92,000 片芯片。 

▶ 用于半导体前道和后道制造的智能视觉检测系统，采用深度学习技术。 

▶ 工厂自动化和智能制造——完整的设备控制软件套件，将计划、优化、

可追溯性和分析功能组合在一起，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在

大批量半导体制造中实现行业领先的工业 4.0 生产。 

ITEC 总经理 Marcel Vugts 总结道：在 ITEC 的历史上，通过使用我们

生产的设备，分立式半导体器件的年产量已大幅提高，从 1991 年的 45 亿

增加到 2020 年 的 900 多亿，这意味着 ITEC 的设备平均每年为世界上的

一位公民生产十个器件。随着当前全球芯片严重短缺及交货期的延长，ITEC 

现作为一家独立公司，有利于未来的发展，这使我们能够为行业的高速发展

提供支持，并重新定义制造行业。 

  全球首家！紫光展锐通过 TMMi 5 级认证                  |MORE⊿ 

  中芯国际拟扩建 5.5 万片晶圆产能                        |MORE⊿ 

  新思科技[6]Fusion Design Platform支持三星 3nm GAA工艺 SoC成功

流片                                                        |MORE⊿ 

新思科技（Synopsys）近日宣布，其 Fusion Design Platform 已支持三星

晶圆厂实现一款先进高性能多子系统片上系统（SoC）一次性成功流片，验

证了下一代 3 纳米（nm）环绕式栅极（GAA）工艺技术在功耗、性能和面

积（PPA）方面的优势。此次流片成功是新思科技和三星之间广泛合作的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4434152071985920&wfr=spider&for=pc
https://www.dramx.com/News/made-sealing/20210708-28855.html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adc801e4efde4985b3cb9584c7622e1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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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旨在加快提供高度优化的参考方法学，实现全新 3D 晶体管架构所固有

的卓越功耗和性能。 

新思科技提供的参考流程全面部署了其高度集成的 Fusion Design 

Platform，包括业界唯一高度集成的、基于金牌签核引擎的 RTL 到 GDSII 设

计流程，以及最受业界信赖的金牌签核产品。采用三星最新 3nm GAA 工艺

的客户，可在高性能计算（HPC）、5G、移动应用和人工智能 (AI) 应用领域，

为下一代设计实现理想 PPA 目标。 

  英唐智控[7]筹建 6 英寸碳化硅生产线 

英唐智控与 Hulu MT. PEAK LLC 于 2021 年 7 月 9 日签订《合作协议》，

就 HuLu 公司协助英唐智控在国内筹建 6 英寸碳化硅生产线提供产线建设、

设备选型规划、产品需求及工艺技术支持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双方希望在中

国境内合作建设 6 英寸 SIC 器件生产线，并利用各自资源面向全球推广合

作产品。 

碳化硅是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作为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的一种，与硅的主

要差别在禁带宽度上，这让同性能的碳化硅器件尺寸缩小到硅基的十分之一，

能量损失减少了四分之三，成为制备高压及高频器件新的衬底材料。碳化硅

器件具备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市场空间。根据 Yole 报告，2019 年全球碳化

硅功率器件市场规模为 5.41 亿美元，预计 2025 年将增长至 25.62 亿美

元，年化复合增速约 30%。 

虽然目前美、日、欧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国内半导体厂商在积极发

挥自身优势，大力布局第三代半导体行业，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和成本的不断

下降，中国的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有望加速实现国产替代。 

在此种背景下，英唐智控自 2019 年以来，就率先确立了打造第三代

半导体研发、制造及销售的全产业链条的发展目标，并随着对 IDM 企业英

唐微技术、功率器件研发设计公司上海芯石的收购逐步落地实施，并正计划

通过改建、收购以及自建的形式不断深化公司在第三代半导体领域的产能布

局。 

HuLu 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的高科技及半导体行业投资及技

术服务公司，其主要业务涉及半导体企业的合并，分割，转让；半导体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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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工厂设备相关投资进出口；国内外著作权，知识产权的保全，技术引

进转移等业务。在半导体设备、产线及技术领域拥有丰富的资源。 

基于公司在碳化硅产品领域的技术储备、产能需求，以及市场资源等优

势，公司与 HuLu 希望在中国境内合作建设 6 英寸 SIC 器件（以下称“合

作产品”）生产线，并利用各自资源面向全球推广合作产品。 

  扬杰科技[8]：在手订单充足 上半年产品涨价 10%-20% 

7 月 10 日，扬杰科技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回应关于产品价格、产能等

相关问题。 

对于供需以及产品价格方面，扬杰科技表示，受市场需求增加影响，目

前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公司根据市场供需及成本情况等因素确定提价情况。

扬杰科技还透露，公司产品价格上半年有做上涨调整，总体呈涨价趋势，产

品价格上调幅度大约为 10%-20%。 

至于产能方面，扬杰科技表示，公司 2021 年 6 月 28 日建成投产的集

成电路及功率半导体封装测试一期项目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即可为公司提供

2-3 亿产能，明年底满产后可以每年提供约 15 亿产能。后续公司将通过募

投项目的继续建设，不断推动原有产线自动化提升，持续扩充产能。 

有投资者问及第三代半导体方面布局，扬杰科技称，近五年来公司研究

和储备第三代半导体应用技术，目前已有第三代半导体相关技术及产品成果，

和小批量 SIC 器件供应市场。公司会积极关注第三代半导体行业发展情况，

基于自身发展做出扩产规划。 

  英特尔雨露均沾，200 亿美元建芯片厂分布欧盟多国        |MORE⊿ 

7 月 12 日，据《金融时报》报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宣布，该公司为

新建半导体工厂投资的 200 亿美元(约 1296 亿人民币)将分散在多个欧盟成

员国，希望以此争取欧盟对该项目提供经济和政策支持。英特尔最新市值为

2261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46 万亿元)。 

英特尔 CEO 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最近会见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

探讨了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相关行业造成冲击的全球芯片短缺。 

https://ic.big-bit.com/news/386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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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日确诊近 8000 人！马来西亚众多半导体工厂停工，缺芯影响或

加剧                                                        |MORE⊿ 

  安世中国总部和研究院在沪成立，支撑临港晶圆厂项目加快建设 

据媒体报道，上海经信委消息，7 月 12 日，闻泰科技安世半导体中国

总部和中国研究院在上海黄浦正式成立。据介绍，安世中国总部将积极推进

研发、技术、人才、管理、市场在中国落地，安世中国研究院将建立起世界

领先的车规级半导体研发实验能力，共同支撑闻泰临港晶圆厂项目加快建设。 

闻泰科技 12 英寸车规级功率半导体自动化晶圆制造中心项目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正式签约落户临港，2021 年 1 月 4 日正式开工。资料显示，该

项目总投资 120 亿元，预计年产晶圆片 40 万片，经封装、测试后的功率器

件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计算和通信设备等领域，达产产值约每年

33 亿元。上海经信委信息显示，该项目是闻泰科技半导体业务实现 100 亿

美金战略目标的第一步。 

根据规划，该项目将于 2022 年 7 月投产，产能预计将达到每年 40 万

片。闻天下董事长、闻泰科技董事长张学政此前表示，闻天下作为闻泰科技

的控股股东，将持续帮助闻泰科技在中国设立新的半导体研发中心、晶圆厂

和封测厂。推动闻泰科技在半导体分立器件特别是车规级功率器件领域的研

发、晶圆、封测项目在中国的产业落地，助力中国车规级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功耗降低 93%、首发独立 GPU 华米[9]发布黄山 2S 自研芯片 

在智能穿戴领域，国产厂商已经深入到最核心的自研芯片领域了——华

米科技今天下午又推出更强大的黄山 2S 芯片，性能、能效、发热控制等方

面进一步升级，搭配华米自己的 OS 系统，一起用于新一代华米手表中。 

在发布会上，华米科技联合创始人赵亚军介绍了华米芯片的自研之路，

从 2015 年开始布局，2018 年投资了发明 RISC-V 指令集的 SiFive 公司，并在

2019、2020 年分别发布了黄山 1 号、黄山 2 号芯片，现在黄山 2S 来了。 

据华米介绍，黄山 2S 采用了双核 RISC-V 架构，是首款采用双核 RISC-V

架构可穿戴人工智能处理器，超强大核运算性能可支持图形、UI 操作等高

负载计算，大核系统同时集成 FPU支持浮点运算，性能比黄山2号提升18%，

https://ic.big-bit.com/news/386901.html


                                                                            市场信息简报· 七月 第 31 期 

 21 / 55 

 

运行功耗降低了 56%，休眠功耗直接降低了 93%。 

除了 CPU 架构升级之外，黄山 2S 这次的一大创新就是首次给可穿戴芯

片带来了独立 GPU，拥有独立高效处理图形的相关指令，使得穿戴设备的

图形系统更流畅，GPU 图形性能比黄山 2 号提升 67%，性能差距非常明显。 

在 AI 人工智能上，黄山 2S 还搭载了卷积神经网络加速处理单元，能迅

速识别疾病类型，以房颤为例，其识别速度是纯软件计算的 26 倍。 

总的来说，黄山 2S 在功能、性能、功耗平衡等方面将刷新智能手表的

体验，今年 3 月份已经流片成功，将成为第三代 Amazfit 智能手表的核心芯

片之一。 

  以应用为关键词的 ICDIA 旨在芯片公司与整机企业的联动    |MORE⊿ 

由中国集成电路设计创新联盟、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

国家“芯火”双创基地（平台）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集成电路设计创新大

会暨 IC 应用博览会”（ICDIA）今日（7 月 15 日）在苏州登场，这是继 ICCAD

之后，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又一品牌大会，旨在构建政府和企业创新活动桥

梁。 

EDA、IP、存储器、5G 芯片、汽车电子芯片、家电芯片 ，是 ICDIA 以创

新为驱动、以应用为牵引的 6 个方向，旨在促进集成电路企业与整机应用

企业之间的联动，以整机升级推动芯片研发，增强国产芯片市场竞争力，以

芯片研发支撑整机升级，提升整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芯片企业和整机企业

的互惠发展。 

ICDIA 以“应用引领、创新驱动”为主题，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

向，以产品为中心，组织市场对接、拓展应用，引导产业布局发展，为行业

重点创新企业搭建芯片企业与应用企业协同创新交流的平台，推动芯片核心

技术的研发、应用及产业化。 

  2021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峰会在无锡召开               |MORE⊿ 

7 月 15 日，“2021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峰会”在无锡召开。本次峰

会以“数智强基 精准治城”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国家“数字中国” “网

络强国”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来自全国智慧城市建设各行业、各领域的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0951c05d860649ac882f2585af6c407f.html
http://www.cena.com.cn/ai/20210715/112502.html


                                                                            市场信息简报· 七月 第 31 期 

 22 / 55 

 

领导、专家、企业家及各大城市的第一线实践者们齐聚于此，共同探讨智慧

城市建设发展的新思路与新路径。 

本次峰会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

锡市人民政府指导，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赛迪网、

《数字经济》杂志主办。无锡市政府市长杜小刚在峰会上致辞，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一平、常务副市长朱爱勋、副市长高亚光出席峰会。 

  投资 10 亿元！全国首家 12 英寸晶圆再生工厂在肥量产！  

7 月 15 日上午，由至纯科技投资 10 亿元建设的晶圆再生基地（一期）

项目在新站高新区正式量产。该项目是国内首个立项又最先量产的十二英寸

晶圆再生工厂，项目量产填补了产业链又一个空白。 合肥至微半导体有限

公司，是至纯科技旗下半导体晶圆再生和部件再生项目的载体，为集成电路

企业十二英寸晶圆提供晶圆再生及零部件再生服务。同时，合肥至微建设的

先进制程湿法工艺技术验证平台，能帮助用户、装备厂商、材料厂商，针对

湿法工艺的开发和验证提供平台，将对我国半导体晶圆等相关产业技术进步

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该项目投资约 10 亿元，包括晶圆再生和半导体部件再生。其中，

晶圆再生项目是服务于中国半导体高阶市场的首条投产的 12 英寸晶圆再生

产线，不仅填补了产业链的空白，也为合肥打造“中国 IC 之都”提供了强

劲支撑。 

晶圆再生指的是通过去除损耗控挡片表面的杂质和缺陷，使处理后的晶

圆达到新片的标准，实现其循环再利用，进而为企业节约大量成本。至微项

目以 14 纳米晶圆厂的再生晶圆需求为设计基础，是服务于中国半导体高阶

市场的首条投产的 12 英寸晶圆再生产线。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形成每年 168

万片晶圆再生及 120 万件零部件清洗的能力，满产后年产值至少可超过 6

亿元。 

近年来，合肥已成为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最快、成效最显著的城市之

一，合肥至微项目的成功量产，将成为国内最早具备 12 英寸晶圆再生及关

键设备零部件再生能力的项目之一，这为我市集成电路产业链添上重要一环，

也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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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招人造芯，官方回应：非通用芯片 

7 月 16 日消息，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腾讯招聘官网出现多个芯片

研发岗位：芯片架构师、芯片验证工程师、芯片设计工程师等多个职缺，工

作地点可选北京、上海、深圳等。以新近放出的岗位芯片架构师为例，该岗

位的工作职责为：负责 AI 芯片和通用处理器或者细分领域的需求分析，主

导 AI，处理器芯片架构设计，竞争分析和规格定义。工作要求为：熟悉 AI

芯片和通用处理器架构与电路设计，设计公司一线技术专家优先考虑。 

对此腾讯回应称，基于一些业务的需要，他们在特定的领域有一些芯片

研发的尝试，比如 AI 加速和视频编解码，非通用芯片。 

作为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腾讯此前在芯片的布局多以投资方式

实现，腾讯早前就投资了位于上海的 AI 芯片公司燧原科技。燧原科技主攻

的是通用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产品。在 202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燧原推

出该公司第二代通用人工智能训练芯片“邃思 2.0”。 

今年 3 月份，深圳宝安湾腾讯云计算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经营范围包

括集成电路设计、研发，引发了腾讯亲自下场造芯的猜想。考虑到腾讯旗下

云计算、智能硬件等业务，打造自研 AI 处理器、IoT 芯片等并不令人意外。

况且在 BAT 三巨头中，百度和阿里早就投身芯片研发，产品包括昆仑、含光

等。 

  台积电董事长确认亚利桑那州工厂将于 2024 年开工生产芯片|MORE⊿ 

  中芯国际向梁孟松等 3944 名激励对象授予 6753.52 万股股票 

|MORE⊿ 

  3.5 亿！武汉大型智慧路灯项目已批复                     |MORE⊿ 

2021 年 7 月 16 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光谷中心城智慧路灯与社会资本

合作建设项目已批复，根据公开信息可知，该项目总投资为 35000 万元，

将建设建设智慧路灯约 5000 杆，灯头 10000 盏。武汉市正加快推动 5G 智

慧城市的建设，在基础设施方面该市聚焦智慧灯杆，有望推动产业发展。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327d136566cc4ca2b51af5732d3f2305.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721676810755183&wfr=spider&for=pc
https://new.qq.com/omn/20210721/20210721A050YN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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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孚鼎泰[10]通过京东工业互联网平台找到“个性定制”与“规模

生产”的最佳平衡点                                          |MORE⊿ 

箱式输送机、托盘输送机、分拣机、提升机……在青岛孚鼎泰智能技术

有限公司近 2 万平方米的厂房里，百余种物流输送设备产品正在热火朝天

地生产。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物流输送设备产品制造需要根据企业客户仓

配库房的高度、长度、订单处理数量以及集货、空箱回收功能等需求进行个

性化定制，每个产品制造需要使用近千种零部件。如何在“个性化定制”和

“规模化生产”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是青岛孚鼎泰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此，7 月 16 日，在平度市政府的见证下，青岛孚鼎泰与京东签署合

作协议。双方将以京东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数字底座，打造物流输送分拣设备

的 C2M 智能工厂:一方面通过精益生产梳理、产品数据梳理、工厂布局仿真

建模，重构生产线的物流模式、优化工艺;一方面通过研发 3D 图形下单工具

打造可视化的销售界面，快速将企业客户需求转换为制造端可设计、可追溯、

可量化、可定价的生产元素，最终实现按需生产。 

  忠于探索 打造智能照明融合生态 Yeelight 易来[11]2021 品牌战略发

布会在广州举行                                              |MORE⊿ 

2021 年 7 月 20 日，易来 2021 品牌战略发布会在中国广州如期举行，

易来 CE0 姜兆宁、总裁刘达平及众多行业和媒体嘉宾受邀参加了本次发布

会。发布会上姜兆宁先生发表主题演讲，对多款新品和易来品牌战略进行了

发布，并与众多合作伙伴达成了现场战略签约。 

  高通收购初创公司加大人工智能投入 

高通(Qualcomm)于美东时间周一（7/19）表示，最近收购了一家人工智

能/计算机视觉初创公司 Twenty Billion Neurons ，该公司致力于开发类人行

为的观察，并与人进行交互。该初创公司还曾获得微软风险投资基金以及其

他机构约 1000 万美元的支持。 

高通没有透露收购 TwentyBN 的价格，并拒绝对 TwentyBN 的产品计划

发表评论。但这可能是一笔相对较小的交易，因为该公司只有不到 20 名员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878718691141623&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803558683640520&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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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由首席执行官罗兰·梅塞维克(Roland Memisevic)在 2015 年创立。梅塞

维克在成立该公司之前是蒙特利尔一家知名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MILA 的联

合负责人，此次他将与 TwentyBN 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加入高通。 

高通多年来一直在投资人工智能算法，将高效的人工智能处理引擎嵌入

用于安卓设备的智能手机芯片中。这些算法有助于生成更清晰的照片、设备

开机的安全性、管理 Wi-Fi 和蜂窝网络之间的连接，以及在语音邮件中实现

语音到文本的翻译等。 

高通公司认为，新兴的 5G 网络将允许设备与拥有强大计算能力的数据

中心实现更快、更可靠的连接，因此引入许多新的人工智能能力。 

对于商业市场，TwentyBN 一直致力于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虚拟化身

的研究，这些虚拟化身可以与客户实时互动。它最初的目标是零售商。该公

司还开发了一款名为 Fitness Ally 的移动应用程序，电脑视觉/人工智能化身

通过智能手机观察、指导和激励人们锻炼。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产品是否在市

场上拥有吸引力。除了商业虚拟化身，TwentyBN 已经公开发布了两个大规

模视频数据集和基线代码用于学术研究，并将技术和数据授权给研究实验室

和公司。 

  青岛新核芯高端封测项目首台光刻工艺设备进场 

青岛西海岸新区国际招商消息显示，7 月 20 日上午，青岛新核芯高端

封测项目首台光刻工艺设备进场仪式在西海岸新区顺利举行，标志着项目建

设进入关键性节点，为年底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青岛新核芯高端封测项目 2020 年 4 月通过网上“云签约”落

地青岛西海岸新区，主要运用世界领先封装技术封装目前需求量快速增长的

5G 通讯、人工智能等应用芯片。 

该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落地、当年封顶，并且由土建打桩到机台搬

入仅用 12 个月，目前，项目厂区已经搬入机台设备 46 台，预计将于 10 月

份进行试生产，12 月份形成量产能力。 

青岛西海岸新区国际招商消息指出，项目投产后将极大推动新区乃至青

岛市集成电路产业转型级升，助力产业链完善。 



                                                                            市场信息简报· 七月 第 31 期 

 26 / 55 

 

  绿联[12]与华为签署深度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智能充电产业发展 

近日，绿联与华为围绕消费类电源行业发展及产品技术创新进行了交流

和深入探讨，并签署了深度合作协议。 

绿联与华为将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探索，实现合作共赢，积极推动充

电行业的良性发展，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充电体验。 

作为在数码行业深耕近 10 年的品牌，绿联一直在不断丰富品类。同时，

为了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以及积极推动智能充电产业的发展，绿联

在充电领域的布局上又做出了重要战略举措。 

本次绿联与华为携手打造的40W USB Type-C接口充电器，支持华为40W

超级快充，可向下兼容华为 SCP 22.5W 和 USB PD 20W 快充，满足华为手机、

荣耀手机、iPhone、iPad、Macbook、Matebook 等笔记本电脑在内的多种设

备的快充需求。这也将是首款支持华为 40W超级快充的第三方C口充电器。 

绿联与华为的合作早有渊源，自 2018 年起，双方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

合作关系。 

作为首批 DFH（DESIGN FOR HUAWEI)）计划的合作伙伴之一，绿联早前

就推出了获得华为 DFH 认证的系列产品，与华为终端产品完美兼容，为华

为用户提供了更丰富的数码产品选择和优质的使用体验。同时，绿联还是华

为商城的十大优秀合作伙伴之一，目前华为商城在售的绿联产品多达四十多

款。 

绿联与华为的本次合作，使得品牌双方的合作关系更加紧密，作为手机

品牌与数码品牌在专业技术和产品开发上进行深度合作的案例，有助于推动

数码行业的良性发展。 

未来，绿联还将继续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在技术和产品上不断优化升级，

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回馈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期待。 

  华为再次投资电源管理芯片厂商杰华特[13]                 |MORE⊿ 

  基于龙芯架构的新一代处理器龙芯 3A5000 正式发布        |MORE⊿ 

  晶盛机电首台 12 英寸硬轴直拉炉成功生长出硅单晶 

7 月 20 日，晶盛机电晶体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 12 英寸硬轴直拉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1f801b3919084f18808de3a004a68aba.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6037284590963965&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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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单晶炉成功生长出首颗 12 英寸硅单晶。这是继 2020 年 8 月国内首台 8

英寸硬轴直拉炉生长出 8 英寸硅单晶之后，又一次在半导体级硅单晶生长

装备上取得的重要技术进展，为国内大硅片行业技术升级提供了装备保障。 

研发团队积极总结 8 英寸硬轴炉的研发试制经验，经过近一年的持续

攻关，在巩固原有技术的基础上，解决了硬轴单晶炉高真空、高精度及传动

过程震动消除等诸多技术难题，实现了高稳定性晶体生长环境，为 12 英寸

硅单晶体内微缺陷控制和径向均匀性提高提供了技术支撑。 

晶盛机电依托两项国家科技重大 02 专项课题（“300mm 硅单晶直拉生

长装备的开发”和“8 英寸区熔硅单晶炉国产设备研制”），15 年专注于半

导体硅单晶生长装备研发，相继开发出定拉速控径、液位控制、定放肩、超

导磁场拉晶等多项国际领先技术。公司不忘“打造半导体材料装备领先企业，

发展绿色智能高科技制造产业”的使命，在高端半导体装备领域持续攻关，

为核心装备国产化赋能。 

  日经：台积电准备日本兴建首座晶圆厂，预计 2023 年量产每月 4

万片 

《日经亚洲评论》引用知情人士消息，台积电准备于日本兴建首座晶圆

厂，预计 2023 年开始量产，是在本季董事会最后拍板决定，之后将分两阶

段于日本九州熊本县兴建。 

台积电日本首座晶圆厂两阶段都投产后，以 28 纳米制程每月生产约 4

万片晶圆。采用 28 纳米制程的原因是广泛用于多种类型芯片，包含车用芯

片和消费电子产品的相机图像传感器和微控制器等产品。 

因台积电日本新晶圆厂所在地将接近最大客户 SONY，将主要帮助 SONY

生产市占第一的图像传感器。台积电对与 SONY 合作持开放态度，使 SONY

与日本政府谈判有更多发言权。消息人士强调，台积电的决定仍受多种因素

影响，包括日本政府支持度，以及当地供应商对建设芯片相关基础设施和发

展供应链的承诺等。不过 SONY 拒绝评论。 

台积电则重申，7 月 15 日与法说会都对日本兴建晶圆厂尽职调查，但

没有细节。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曾指出，是否决定在日本兴建晶圆厂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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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需求”、“营运效率”和“成本经济”三项条件。 

台积电若决定在熊本兴建晶圆厂，投资仍可能远小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兴

建晶圆厂 120 亿美元。相较熊本晶圆厂预计采用 28 纳米成熟制程，亚利桑

那州晶圆厂则使用先进 5 纳米制程。以 2020 年台积电营收分析，美国客户

订单占营收 60% 以上，日本客户占不到 5%。 

  韦尔股份[19]入选《巴伦周刊》中文版中国公司市值增长 50 强|MORE⊿ 

7 月 14 日,《巴伦周刊》中文版发布了“中国公司市值增长 50 强”年

中观察榜单,遴选 2021 年上半年全球股市中市值表现最为出色的 50 家中国

公司。豪威集团-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韦尔股份 SH:603501)位列本

次榜单第 16 位,在国内半导体行业当中表现抢眼。 

豪威集团-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韦尔股份 SH:603501)是全球排

名前列的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旗下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电脑、消费电子、

IOT、安防、车载、可穿戴设备、医疗、工业等领域,自主研发设计的半导体

产品已进入国内外各行业龙头企业的核心供应链。 

  越亚半导体[14]三厂扩建“高端射频及 FCBGA 封装载板生产制造项目” 

正式签约                                                    |MORE⊿ 

  展锐助力中兴通讯发布 5G 工业模组 ZM9010，使能行业客户数智未

来                                                          |MORE⊿ 

近日，展锐联合中兴通讯重磅发布了中兴通讯旗下面向行业的 5G 全网

通工业模组 ZM9010。ZM9010 采用展锐 5G 基带芯片平台唐古拉 V510，支

持国内四大运营商 5G/4G 高速接入，使能行业客户数智未来。 

ZM9010 采 用 LGA 封 装 模 式 ， 尺 寸 大 小 在 41*44mm ， 支 持

PCIE2.0/USB3.0/SDIO3.0/UART/SPI/I2S/I2C/GPIO 等丰富的接口，工作环境温度

宽度达到-40℃-85℃，满足各类工业级要求。ZM9010 内置 esim+SE 二合一

芯片，支持国密算法 SM1/SM2/SM3/SM4/SM9，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物联网

安全方案，从而实现可信的身份认证、可靠的通讯加密、数据防篡改，为客

户的业务发展保驾护航。 

http://www.cena.com.cn/semidesign/20210723/112587.html
https://laoyaoba.com/n/787589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8b549ed668284938ba14abfbe07361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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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ZM9010 支持基于 5G 通信网络的高精度授时功能，空

口授时精度小于 1us，通道端到端时延小于 15ms，对外可以直接输出 B 码，

满足电力差动保护、配网态势感知控制业务等场景对授时精度、通道时延等

指标的要求，进一步推动 5G 智能电网商用的加速。 

ZM9010 的高性能通讯支持能力，丰富的行业扩展接口，宽域的工作温

度，高精度授时功能，安全加密算法等技术，可广泛应用于能源电力、智能

制造、工业互联网、高清视频直播、无人机控制、智慧农业等各类行业领域，

为各类行业和企业提供高质量的 5G 无线网络接入解决方案，使能行业客户

数智未来。 

  蓝牙测向解决方案实现高精度低功耗蓝牙设备定位          |MORE⊿ 

  盛剑环境[15]：与格科微[16]等签署合计 7980 万元合同        |MORE⊿ 

7 月 26 日，盛剑环境发布公告，近日，公司与十一科技分别签署了《工

艺排风系统设备购销合同》、《格科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12 英寸 CIS 集成电

路特色工艺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工艺排风系统分包专用合同》，合同金额分别

为人民币 7025 万元(含税)、955 万元(含税)，合计 7980 万元(含税)。 

  意法半导体制造首批 200mm 碳化硅晶圆 

意法半导体（简称 ST）宣布，ST 瑞典北雪平工厂制造出首批 200mm (8

英寸)碳化硅(SiC)晶圆片，这些晶圆将用于生产下一代电力电子芯片的产品

原型。SiC 晶圆升级到 200mm 标志着 ST 面向汽车和工业客户的扩产计划取

得重要的阶段性成功，巩固了 ST 在这一开创性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提高

了电力电子芯片的轻量化和能效，降低客户获取这些产品的总拥有成本。 

意法半导体的首批 200mm SiC 晶圆片质量上乘，影响芯片良率和晶体

位错的缺陷非常少。低缺陷率的取得离不开意法半导体碳化硅公司(前身是

Norstel 公司，2019 年被 ST 收购)在 SiC 硅锭生长技术开发方面的深厚积累和

沉淀。除了晶圆片满足严格的质量标准外，SiC 晶圆升级到 200mm 还需要

对制造设备和整体支持生态系统进行升级更换。意法半导体正在与供应链上

下游技术厂商合作开发自己的制造设备和生产工艺。 

意法半导体先进的量产碳化硅产品 STPOWER SiC 目前是在卡塔尼亚（意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701325
https://laoyaoba.com/n/78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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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和宏茂桥（新加坡）两家 150mm 晶圆厂完成前工序制造，后工序制

造是在深圳（中国）和布斯库拉（摩洛哥）的两家封测厂进行的。这个阶段

性成功是意法半导体布局更先进的、高成本效益的 200mm SiC 量产计划的

组成部分。SiC 晶圆升级到 200mm 属于公司正在执行的 SiC 衬底建新厂和内

部采购 SiC 衬底占比超 40%的生产计划。 

意法半导体汽车和分立器件产品部总裁 Marco Monti 表示： 

汽车和工业市场正在加快推进系统和产品电气化进程，SiC 晶圆升级到

200mm 将会给我们的汽车和工业客户带来巨大好处。随着产量扩大，提升

规模经济效益是很重要的。在覆盖整个制造链的内部 SiC 生态系统方面积累

深厚的专业知识，可以提高我们的制造灵活性，更有效地控制晶圆片的良率

和质量改进。 

  Microchip[17]推出碳化硅功率解决方案，取代硅 IGBT        |MORE⊿ 

如今为商用车辆推进系统提供动力的节能充电系统，以及辅助电源系统、

太阳能逆变器、固态变压器和其他交通和工业应用都依赖于高压开关电源设

备。为了满足这些需求，Microchip Technology Inc.（美国微芯科技公司）今

日宣布扩大其碳化硅产品组合，推出一系列高效率、高可靠性的 1700V 碳

化硅 MOSFET 裸片、分立器件和电源模块。 

Microchip 的 1700V 碳化硅技术是硅 IGBT 的替代产品。由于硅 IGBT 的

损耗问题限制了开关频率，之前的技术要求设计人员在性能上做出妥协并使

用复杂的拓扑结构。此外，电力电子系统的尺寸和重量因变压器而变得臃肿，

只有通过提高开关频率才能减小尺寸。 

新推出的碳化硅系列产品使工程师能够舍弃 IGBT，转而使用零件数量

更少、效率更高、控制方案更简单的两级拓扑结构。在没有开关限制的情况

下，功率转换单元的尺寸和重量可以大大减少，从而腾出空间来建立更多充

电站，提供更多空间搭载付费乘客和货物，或者延长重型车辆、电动巴士和

其他电池驱动商业车辆的续航能力和运行时间，所有这些都可以降低整体系

统成本。 

----------------------------------- 行业动态 ------------------------------------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70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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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应用 

  开关电源芯片输出电压调整率的技术揭秘！                |MORE⊿ 

  中国智慧：30 多年材料科技新突破 把阳光搬进房间        |MORE⊿ 

随着 LED 照明产业发展逐渐成熟，灯具外形和结构的创新日益不足，

亟需新材料的突破和跨行业的复合技术，来推动照明行业新一轮的增长和升

级。 

而天空灯的出现，为照明行业又打开了一扇天窗，为灯具对人的心理影

响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从此次阿拉丁新闻中心的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

可以跟蓝天和阳光相媲美的天空灯，引起了越多越多人的期待和关注。但囿

于成本和专利壁垒，真正的灯天空灯在中国鲜有应用。 

  实用替换语音 IC 原则 新旧 IC 匹配机制                   |MORE⊿ 

在 PCB 线路板的设计中，不是一成不变的，在 IC 芯片出现故障而别的

的零配件却还维持完好无损，替换语音 IC 确实很必要。文中分享了如何代

换语音 IC，让在确保 PCB 线路板完美运作的状况下更加节省成本。 

  我自主研发芯片首次应用于特高压变电站二次设备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近日，记者从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获悉，武

汉 1000 千伏变电站日前完成二次设备挂网招标，这是第一次在特高压变电

站应用自主可控芯片的二次设备。 

变电站二次及通信设备芯片以往均依赖进口。2020 年 9 月，国网特高

压事业部组织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南电力设计院

有限公司等单位成立专项工作组，以武汉 1000 千伏变电站为试点，对武汉

站采用自主可控芯片的二次设备开展系列专题研究。 

“工作组逐步确定试用原则和试用方案：对于控制保护设备，具备芯片

自主可控条件的，本期均进行挂网试运行；对于其他二次、通信设备，已完

成研发检测、能够满足投运时间要求的，均开展试用。现阶段，绝大多数采

用自主可控芯片的二次设备均可通过专项测试为推动自主可控芯片设备在

电网工程中的应用落地。”国网经研院设计中心副主任黄宝莹介绍说。 

https://ic.big-bit.com/news/386176.html
https://mp.ofweek.com/lighting/a256714386137
https://www.big-bit.com/news/3869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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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经研院通自中心处长刘颖介绍说，武汉特高压变电站本期新建二次

及通信设备共 25 类，其中保护设备 10 类，自动化、直流电源及辅助设备

12 类，通信设备 3 类。通过充分论证，10 类保护设备本期全部进行自主可

控芯片试点，自动化、直流电源及辅助设备中 5 类进行试点，通信设备中 1

类进行试点，共计试点芯片设备 16 类，自主可控芯片试用率为 64%。 

专家表示，特高压变电站，作为中国基建实力的代表，芯片的自主可控

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武汉站自主可控芯片的应用，将带动电力设备制造业的升级；

另一方面，自主可控芯片的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也将促进国内芯片行业的产业

升级，从应用—反馈—升级到再应用的反复迭代，将促进自主可控芯片制造、

芯片应用、芯片优化等的立体升级。 

  Wi-Fi6 / Wi-Fi6E如何打造全屋网络一致化体验？           |MORE⊿ 

  澳媒：超导体与半导体首次成功结合                      |MORE⊿ 

参考消息网 7 月 18 日报道据澳大利亚科学预警网站 7 月 8 日报道，科

学家首次成功地将两种激动人心的材料结合在一起：一种是只有一个原子那

么厚的超薄半导体，一种是能够以零电阻导电的超导体。 

报道称，这两种材料都具有不同寻常和令人着迷的特性。研究人员通过

精细的实验室制作过程将它们结合起来。由此，该团队希望在经典物理学和

量子物理学领域开辟各种新的应用。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取得了一片二硫化钼半导体，并将其添加到制

作过程中。 

报道指出，超导体能够以完美的效率传输电荷，在某个特定温度（通常

是极低的温度）下电流不会转化为热量流失掉。在制作中，研究人员向有关

装置中加入了一种名为钼铼的超导体。研究人员希望从他们的组合材料中观

察到全新的物理现象。 

  IME 发布 4 层半导体层 3D 堆叠技术，可提升效能降低成本 

半导体制程技术研发愈困难，想精进更先进制程已相当不容易。 除了

制程微缩这条路，要持续提升半导体芯片效能，3D 堆叠技术也为另一种选

http://www.cena.com.cn/infocom/20210719/112559.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605380359253286&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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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外媒《TomsHardware》报导，微电子研究所（Institute of Microeletronics，

IME）研究人员表示达成技术突破，透过多达 4 个半导体层堆栈，提升半导

体芯片效能。 这技术与传统的 2D 制造技术相较，不但可节省 50%成本，

还可用于未来及平台整合设计，如 CPU 和 GPU 甚至是存储器整合，实现新

一代 3D 芯片堆叠发展。 

IME 新一代半导体堆叠法，透过面对面和背对背晶圆键合与堆叠后，

以 TSV（硅通孔技术）结合。 就是第一层半导体层的面朝第二层，第二层

也面向第一层。 第二层半导体层的背则朝第三层的背，第三层的面又朝向

第四层的面。 半导体层结合后，IME 透过专门设计路径蚀刻「压紧」，最

终藉 TSV 整合使电流数据流过。 

相较台积电和 AMD 的 SRAM 堆叠技术，IME 新技术更进一步。 因 AMD

展示采用 3D 堆叠技术的 Ryzen9 5900X 处理器的原型设计，以台积电芯片堆

叠技术的产品只有两层半导体层，第一层是 Zen 3 架构的 CCX，第二层是

96MB 的 SRAM 暂存存储器。 IME 研究人员展示的新一代堆叠技术，通过 

TSV 成功黏合 4 个独立的半导体层，并允许不同技术沟通。 

报导强调，技术的好处显而易见，也就是允许芯片由不同制程的晶圆制

造。 近期英特尔演讲也提到 3D 堆叠技术的好处，也表示未来新芯片设计

将往这方面发展。 不过这样堆栈当然也会带来其他问题，也就是 3D 堆叠

技术虽然使芯片运算效率提高，但多层堆栈也必须面对棘手的散热问题。 针

对未来 3D 堆叠芯片散热需求，目前也有许多散热技术开始开发，未来表现

令人期待。 

  低功耗蓝牙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提供长达 15天血糖水平数据 |MORE⊿ 

  英特尔制程和封装技术要 2025 年再度领先业界            |MORE⊿ 

2021 年 7 月 27 日，英特尔 CEO 帕特·基辛格在“英特尔加速创新：制

程工艺和封装技术线上发布会”上发表演讲。在这次线上发布会中，英特尔

提出了未来制程工艺和封装技术路线图。 

英特尔公司当天公布了公司有史以来最详细的制程工艺和封装技术路

线图，展示了一系列底层技术创新，这些创新技术将不断驱动从现在到 2025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699287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c150dc6d45ba48f3b214674287ccacf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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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乃至更远未来的新产品开发。除了公布其近十多年来首个全新晶体管架构 

RibbonFET 和业界首个全新的背面电能传输网络 PowerVia 之外，英特尔还

重点介绍了迅速采用下一代极紫外光刻（EUV）技术的计划，即高数值孔径

（High-NA）EUV。英特尔有望率先获得业界第一台 High-NA EUV 光刻机。 

  中国芯背景下 PLC 芯片赋能雷达模块发展                 |MORE⊿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的数据预测，当下智能

照明行业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产品需求愈发增长。当谈及智能照明系统，

业界普遍联想到 DALI，KNX，BUS 等厂商。而说起无线物联网连接，则都会

想到 Bluetooth，Zigbee，WIFI 等方式。 

在初期阶段，由于无线连接技术普遍存在成本高、断网率高等问题，所

以普及推广难度大，会遇到很大的阻碍。且上述这些方案无一例外，都是来

自欧美的技术。随着中国国力增强，我们需要自己的物联网技术方案。 

对此，华为海思推出极具竞争力的 PLC(电力线载波)芯片，并在全球主

导了此类 PLC 的技术规范。一方面，PLC 技术将通讯信号在电力线上传输，

不需要另外布信号线，和无线方案一样方便。因为是有线网络通讯，在连接

数量、传输距离以及连接的可靠性上弥补了无线物联网的不足。 

另一方面，元盛科技跟随中国芯的脚步，开发出雷达模块 MW-0320，

可直接搭配基于海思芯片的 PLC 系统使用，上传检测到的人体呼吸强度、运

动强度、微动数据、以及环境亮度等等数据给系统。该雷达的应用场景包括

有：办公室、酒店、教室。 

  默克[18]推出用于芯片制造的新一代环保光刻胶去除剂 

德国达姆施塔特, 2021 年 7 月 28 日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默克日前宣布

推出新一代环保精密清洗溶剂产品——AZ® 910 去除剂。该系列产品用于半

导体芯片制造图形化工艺中清除光刻胶。 

光刻胶去除是半导体芯片制造图形化环节中的关键技术，而光刻胶去除

剂则是决定图形化最终良率及可靠性的关键材料之一。默克此次推出的

“AZ® 910 去除剂”基于不含有 NMP(N-甲基吡咯烷酮)的新型特制化学配方，

不仅可以快速溶解残留光刻胶，同时具备超高的经济性、出色的环保性和广

https://www.big-bit.com/news/3883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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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适用性。 

该创新产品可直接溶解负性和正性光刻胶，而并非像传统 NMP 清洗剂

那样只能将其从晶圆表面剥离。清洗工艺能因此能缩短近一半时间，同时延

长相关材料和过滤设备的使用寿命，从而帮助芯片厂商降低总体成本。 

默克半导体材料事业部全球负责人 Anand Nambiar 表示：“这是一种同

时具备了环保性和经济性的创新解决方案，将更好地满足下一代半导体制造

工艺中精密清洗需求。这款 AZ® 910 去除剂能够以不到三倍的溶剂用量清除

光刻胶，在为晶圆厂节省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废料对环境的影响。” 

高纯度去除剂在芯片制造过程正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每当各种材料

被转移到硅片上后，都需要将硅片表面不需要的残留物精密清除。随着芯片

制造工艺不断微型化，整个行业对更高性能且绿色环保去除剂的需求也在与

日俱增。默克是全球半导体去除剂市场的重要成员之一，其研发的溶剂产品

涵盖了半导体光刻工艺的所有步骤。此外，凭借在电子材料领域 100 多年

的专业经验，默克目前为中国大陆 100 多家芯片制造企业供应着超过 150

余种材料产品，覆盖其晶圆加工的每一个环节。 

  市场一片火热，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究竟用在哪？     |MORE⊿ 

SiC 是目前相对成熟、应用最广的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基于 SiC 的功率

器件相较 Si 基器件具有耐高压、耐高温、抗辐射、散热能力佳、导通损耗

与开关损耗更低、开关频率更高、可减小模块体积等杰出特性，不仅可广泛

用于电动汽车驱动系统、列车牵引设备、充电桩、开关电源、光伏逆变器、

伺服电机、高压直流输电设备等民用场景，还可显著提升战斗机、战舰等军

用系统装备的性能。 

----------------------------------- 应用技术 ------------------------------------ 

 投资合作 

  韦尔股份[19]联合发起设立半导体投资基金，规模约 10 亿元 

投资界 7 月 22 日消息，近日，韦尔股份、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滨江）、鋆昊资本、九智资本等强强联合，共同发起设立了臻芯基金，

https://mp.weixin.qq.com/s/NVcjpggGA_kFNiEGjfzz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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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规模约 10 亿元，未来将专注于投资半导体产业的高科技企业。 

在本次基金发布会上，鋆昊资本总裁贲金锋、九智资本总裁韩华龙表示，

双方将以本次半导体基金成立为契机，联合臻芯基金展开全面战略合作。 

据了解，鋆昊资本和九智资本管理团队的主要成员毕业于清华大学和浙

江大学，双方将以清华系、浙大系的科技企业为重点，发挥在半导体行业等

硬核科技领域的优势，开展高科技项目联合投资。 

----------------------------------- 投资合作 ------------------------------------ 

 竞争态势 

  丹佛斯集团[20]宣布在南京建立硅动力工厂，专注于功率模块业务 

近日，丹佛斯集团与南京开发区举行签约仪式，仪式上丹佛斯宣布将投

资 1 亿欧元在南京开发区兴建“丹佛斯硅动力事业部中国工厂”，专注于功

率模块的生产和研发工作。 

该工厂占地约五万平方米，分两期建成。一期厂房计划于今年下半年破

土动工，2023 年第一季度建成，当年年底前实现量产。该工厂将配备最先

进高效的全自动化定制产线，单条产线年产能可达 250 万件。 

丹佛斯硅动力事业部是集团旗下极具未来性的一个业务部门。几十年来，

丹佛斯硅动力事业部一直在同全球顶级制造商和系统供应商合作，为汽车、

太阳能、风能和工业应用领域设计并开发定制化的功率模块，帮助他们提高

产品和系统的稳定性，优化设计并降低成本。 

该部门在德国弗伦斯堡和美国尤蒂卡拥有生产基地，在德国慕尼黑拥有

研发中心。本次宣布投资的新工厂是该事业部在全球设立的第三个生产基地。 

  中电鹏程[21]已研发出第三代半导体晶圆划片机，预计年底量产 

据扬子晚报报道，国产半导体设备厂商中电鹏程已研发出第三代半导体

晶圆划片机，晶圆吸真空后产品的平面度小于 5 微米，实现半导体 " 卡脖

子 " 设备国产化替代，预计年底开始量产。 

据介绍，中电鹏程由中国电子旗下中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和深圳长城

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建设，是落实中国电子 " 两平台一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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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布局的标志性项目。随着业务领域的不断扩展，该公司相继在 3C 电

子、半导体等领域研制出一批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产品。包括固晶机、高

精度点胶机、全自动分板机等各种智能装备。半导体装备固晶机的摆臂可以

以每分钟上百次的速度将划分好一块块晶片吸取后贴装到电路板上。 

据中电鹏程相关负责人介绍，" 国内和国际巨头在第三代半导体以及装

备研发方面正处于发展初期，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现在研发第三代半导体

装备，就是想要实现弯道超车的目标。" 市场上现有的划片设备在加工超硬

材质 ( 碳化硅 ) 时，存在加工难度大、刀片寿命短、影响产品良率等不足。

从去年开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中电鹏程已研发出第三代半导体晶圆划

片机，晶圆吸真空后产品的平面度小于 5 微米，实现半导体 " 卡脖子 " 设

备国产化替代，预计年底开始量产。 

  扬杰科技[8]集成电路及功率半导体封装测试项目顺利投产 

6 月 28 日,扬杰科技集成电路及功率半导体封装测试项目顺利投产。 

据扬杰科技董事长梁勤女士介绍，本次项目占地 400 亩，总建筑面积

约 28 万平方米，主要从事功率器件、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目前一期集成电路及功率半导体封装测试项目 10 万平方米顺利完工，

正式投产！这标志着扬杰科技作为中国功率半导体行业的领先企业，在功率

半导体这一领域又跨上新的高度。（扬杰科技官微） 

  国宏中宇[22]打响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材料行业“中国智造”品牌 

近日，国宏中宇位于山东河口经济开发区的控股公司山东国宏中能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23]碳化硅衬底片一期项目胜利投产！ 

国宏中宇依托中科钢研“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制备关键共性技术北京市工

程实验室”在碳化硅半导体材料制备及装备技术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以碳

化硅半导体材料制备的科技研发、产业化项目建设、产品生产与销售为主营

业务，近期公司在推进产业化项目布局及持续科研投入提升产品技术指标、

质量与成品率的同时在融资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随着第一家生产

基地的投产为企业迈上发展的快车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山东国宏中能碳化硅衬底片项目作为国宏中宇旗下的重点产业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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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宏中宇在全国建成投产的首家生产基地，该项目将建设成为工艺先进、

装备领先的碳化硅半导体衬底片材料智能制造工厂，将能满足下游功率与射

频芯片用户持续提升的质量与性价比需求。国宏中宇将把该项目打造成为碳

化硅衬底片重点生产制造基地、产业化技术研发与中试基地，积极适应国内

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第三代半导体行业打响“中国智造”品牌。 

该项目两期总投资约 7 亿元，总建筑面积 4.44 万平方米，项目全部投

产后碳化硅衬底片年产能超 10 万片，带动地方高端就业数百人。项目一期

工程于 2019 年 9 月开工建设，2020 年 11 月进入设备热调试阶段，2021 年

6 月顺利投产，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克服了“新冠”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按计

划建成投产，展现了科研创新、产业创业的“国宏中宇速度”与“河口速度”。

该项目于 2020 年 2 月入选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第一批优选项目，

是河口区实施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通过该项目的

建设、运营，将为项目所在地持续引进高端人才、引领技术创新与产业创业，

依托产学研联动发展，促进以碳化硅为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上下游相关产业

在河口区的集聚与发展，进而为推动河口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 

  盛景微[24]深耕电子雷管核心控制组件领域                |MORE⊿ 

  崭星照明控制系统正式发布 欧司朗[25]打造一体化智能光环境|MORE⊿ 

欧司朗推出崭星综合型互联照明控制系统，全面呈现“互联”与“智能”

两大特性，为现代建筑营造全自动灵活可控的光环境，赋能楼宇一体化智慧、

节能和健康，使运维管理更加便捷和高效。该系统提供了专业和全面的自动

化照明控制，它同时具备丰富的互联接口，支持跨系统交互联动，可有效帮

助企业提高运维管理效率，进一步实现降本增效，提升一体化智能楼宇应用

体验，提升员工身心健康和工作效率。 

随着 LED 照明技术成熟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照明已从基本的“照

亮”这单一功能，朝着智能化和系统化快速发展。现代智能照明解决方案需

要通过传感和调光技术，结合多种综合调控方式，营造出安全、节能、舒适、

健康并适用于各种场景的一体化智能光环境。 

https://www.sohu.com/a/475096998_120988533
https://ic.big-bit.com/news/3869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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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三周年，工业富联[26] “点亮”工业互联网灯塔         |MORE⊿ 

今年工业互联网的发展迎来第二个“黄金三年”，从事工业互联网的代

表性企业——工业富联也迎来了上市三周年。7 月 17 日、24 日，工业富联

以“数字创新 跨界融通”为主题，向外界展示了数字化转型赋能成果并发

布新产品。 

  利普思[27]第三代功率半导体、中微亿芯[28]FPGA 两大项目开工|MORE⊿ 

据无锡滨湖发布消息，7 月 17 日，2021 年三季度重大项目现场推进会

暨工装自控高端阀门智造中心项目奠基仪式于无锡滨湖区举行。 

会上，无锡利普思半导体有限公司投资的第三代功率半导体 SiC 模块封

装线项目、中国电科集团下属无锡中微亿芯公司投资的亿门级高性能 FPGA

系列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等 19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此次开工的项目总

投资达 113.9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25 亿元。 

  现代化智能家居必备好物——三星智能锁                 |MORE⊿ 

  用友网络[29]：下半年公司将加快推进“5G+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中证网讯（记者倪铭娅）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精智工业互联网事

业部总经理张友明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下半年公司将加快

推进“5G+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主要包括“5G+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

“5G+工业互联网+废钢识别”“5G+工业互联网+智能生产”“5G+工业互联网

+厂区物流”等。 

张友明表示，目前大型企业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甚至

可以说，未来有多少家大型企业，就会有多少企业做工业互联网平台，这是

一个巨大的市场。未来三年工业互联网将进入快速发展期。随着基础设施建

设到位，企业意识到位，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将由量变达到质变。 

张友明介绍，用友精智工业互联网平台是用友 BIP 在工业领域的全面应

用，是综合型、融合化、生态式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以连接、协同、共享为

核心理念，基于新一代企业数字化整体架构，融合了 100 万家工业企业服

务创新实践，数千人研发团队精心打造的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的工业互

http://www.cena.com.cn/cloudservice/20210717/112542.html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d2bb797059234cec9207253150dcc90c.html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FC9HH9R051189P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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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平台，覆盖了 21 个行业，涵盖九大领域，即安全生产、节能减排、质

量管控、供应链管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仓储物流、运维服

务九大领域。服务企业最多的省份是广东省，其次是山东、江苏、北京、四

川等。 

谈及今年精智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力重点，张友明表示，今年精智工业互

联网平台将加快工业设备和业务系统上云上平台，加快推进“5G+工业互联

网”解决方案，在重点领域培育新型杀手锏工业 APP 加快推动与其他工业

互联网平台之间互联互通，加快推进产教融合，加快推进产融合作等。 

  水泥企业、物流企业跨界抢食半导体“大蛋糕”            |MORE⊿ 

  启迪半导体[30]或在安徽投资 SiC 外延片项目 

近日，由安徽省政府和国际玻璃协会主办的国际新材料产业大会在蚌埠

举办。会上，总规模 200 亿元的中建材（安徽）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正式

设立，芜湖启迪半导体有限公司碳化硅外延片项目成为该基金首批意向投资

的五个项目之一，并签署协议。 

官网资料显示，芜湖启迪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 月，由芜湖

迪芯企业合伙公司与芜湖市建投、启迪新材料共同发起设立，专注于第三代

半导体技术的研发和生产。拥有以 GaN 和 SiC 为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外延生

长、芯片制造、器件和模组封装测试等四条生产线。 

据介绍，启迪半导体具备从芯片制造到 IGBT 模组和单管封测的专业化

代工生产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具有年产 50000 片晶圆、360 万只智能功率

模块（IPM 和 IGBT）、1800 万只 IGBT 功率单管的生产能力。 

根据启迪半导体今年 4 月公布的 2021 年第一季度经营分析会显示，公

司所有产线均已进入正式运营状态，SiC 晶圆产线、GaN 晶圆产线已实现销

售；封测产线销售收入超额完成，并引入首家外销客户；五大工艺平台建设

均按计划完成任务，其中 SiC SBD 平台已完成全流程验证。 

此外，启迪半导体还与清华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著名高校建立了

紧密合作关系，依靠当地政府强有力的优惠政策吸引和聚集了一批优秀人才，

技术和研发人才占比超过 70%，截止至 2021 年 1 月底，该公司累计申请专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728-290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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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超 80 余项，其中发明专利 24 项。 

----------------------------------- 竞争态势 ------------------------------------ 

 市场新机 

  新能源汽车，碳化硅器件加快替代硅基 IGBT               |MORE⊿ 

近日，特斯拉发布了一款新车型——Model S Plaid。该车的创新之一是

搭载了由碳化硅(SiC)为主要器件的逆变器。由于 SiC MOSFET 具有更好的耐

高压、高温、高频性能，加载到逆变器之中以后，帮助 Model S Plaid 成为目

前全球加速最快的量产车型(0-100km/h 加速仅需 2.1 秒)。除此之外，比亚

迪·汉 EV 高性能四驱版本也搭载了 SiC 器件，为国内首款采用 SiC 技术的车

型。蔚来计划今年发布的纯电轿车也将搭载采用 SiC模块的第二代电驱平台。

随着越来越多新能源车型采用碳化硅器件，显示出碳化硅对传统车用硅基

IGBT 的替代已经逐渐展开，为碳化硅产业的发展展现出良好的前景。 

  安世半导体（Nexperia）推出全球最小且最薄的 14、16、20 和 24

引脚标准逻辑 DHXQFN 封装 

7 月 1 日消息，Nexperia 近日宣布推出用于标准逻辑器件的全球最小且

最薄的 14、16、20 和 24 引脚封装。例如，16 引脚 DHXQFN 封装比行业标

准 DQFN16 无引脚器件小 45%。新封装不但比竞争产品管脚尺寸更小，而且

还节省了 25%的 PCB 面积。 

封装尺寸仅为 2 mm x 2 mm(14 引脚)、2 mm x 2.4 mm(16 引脚)、2 mm x 

3.2 mm(20 引脚)和 2 mm x 4 mm(24 引脚)，0.4 mm 间距的 DHXQFN 封装只有

0.45 mm 高。器件包括：十六路反向器施密特触发器;8 位 SIPO 移位寄存器，

带输出锁存器;4 位双电源转换收发器;八路缓冲器/线路驱动器;八路总线收

发器;和 8 位双电源转换收发器。 

Nexperia 产品经理 Ashish Jha 指出：“Nexperia 在开发标准逻辑器件方面

拥有 50 多年的悠久历史，我们期望在未来三年中成为公认的行业领导者。

这些新封装是我们带来的创新的一个例子。在此之前，将大量逻辑功能整合

到小尺寸系统中是不可思议的。然而，我们的新型 DHXQFN 封装可将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628/1122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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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HC595 移位寄存器等复杂功能装入空间敏感型应用，如智能手表、移动设

备和互联网连接的工业设备。” 

此外，DHXQFN 封装的小管脚尺寸使器件能够更靠近旁通电容。这对于

胶合逻辑器件电路板空间有限的设计来说会是一个重大优势，并且逻辑器件

和电容之间的走线较短，提高了高频应用中的性能。 

  联发科 Wi-Fi 6 方案受多家无线 AP 设备厂商认可，多款产品齐上市 

  |MORE⊿ 

  “新秀”氮化镓尝试“上车”                            |MORE⊿ 

虽然氮化镓（GaN）与碳化硅（SiC）同属于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相较于

已经发展十多年的碳化硅而言，GaN 功率器件是个不折不扣的“新秀”。它

既拥有类似 SiC在宽禁带材料方面的性能优势，也拥有更强的成本控制潜力。

与传统硅材料相比，基于 GaN 材料制备的功率器件拥有更高的功率输出密

度和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并可以使系统小型化、轻量化，有效降低电力电

子装置的体积和重量。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爆发式增长，未来在新能源汽

车市场，GaN 也将迎来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深圳灵明光子[31]发布自主研发 3D 传感芯片，初步具备量产能力 

|MORE⊿ 

  华力创通[32]子公司成功研制出北斗三号高精度定位 SOC 核心基带

芯片 HTG001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力智芯（成都）集成电路

有限公司[33]于近期成 功研制出“北斗三号高精度定位 SOC 核心基带芯片 

HTG001”，该产品为华力智芯自主研发的适用于北斗三号导航系统的高精 

度基带芯片，标志着公司卫星应用产业化又迎来重大突破。 

HTG001 是华力智芯自主研发适用于我国北斗三号导航系统的基带芯

片。该芯片支持北斗三号和北斗二号 RNSS 民用信号全频点接收、支持全

球四大导航系统全频点高精度定位、支持 RNSS/RDSS 双模导航通信、支持

北斗全球短报文通信，同时具备抗窄带干扰和抗欺骗干扰能力。在芯片设计

https://ic.big-bit.com/news/386885.html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712/112462.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178510567041488&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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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有架构先进、集 成度高、功耗低、性能卓越等优点。未来，该芯片

可广泛应用于测量测绘、安全 监测、无人驾驶、精准农业等行业高精度应

用，也可在短报文通信、应急搜救、 位置报告、数据采集等应用领域发挥

作用。 

  按摩器受追捧，倍轻松上市首日股价暴涨超 500%          |MORE⊿ 

  智能快充市场可期 体积小，高功率密度引方向             |MORE⊿ 

智能快充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设备中已经得到广泛使用。

就目前来看，得益于氮化镓材料的应用，智能快充的电源功率密度越来越大，

从 20W到 200W的快充产品纷纷落地。同时随着智能快充技术的逐渐成熟，

智能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目前，智能快充产品量价齐升，其市场迎来持

续增长态势。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智能快充 PD 电源遇到的技术瓶颈有哪

些？氮化镓的使用情况如何？未来智能快充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 市场新机 ------------------------------------ 

 市场分析 

  Gartner[34]：到 2025 年中国半导体企业在国内市场份额有望突破 30%                  

|MORE⊿ 

无论是疫情导致的半导体产业停工停产，还是近来行业经历的 20 年以

来最为严重的缺货情况，都导致了人们对未来半导体市场走势的更为关注。

近期，Gartner 研究副总裁盛陵海基于目前产业形势，对全球以及中国未来

的半导体市场情况进行了详细的预测。 

  芯片业绩汇总：缺芯有多严重?净利暴增 10 倍              |MORE⊿ 

  台积电 6 月营收 1484.71 亿新台币 同比增长 22.8% 

7 月 9 日，晶圆代工龙头厂商台积电发布其 2021 年 6 月营收。报告显

示，台积电 6 月合并营收约为新台币 1484.71 亿元，同比增长 22.8%，环比

增长 32.1%。累计 2021 年 1 至 6 月营收约为新台币 7345.55 亿元，同比增

http://www.cena.com.cn/lifeapp/20210719/112553.html
https://www.big-bit.com/news/388193.html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702/112348.html
https://www.big-bit.com/news/3860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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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8.2%。 

按季度看，台积电累计第 2 季营收为新台币 3721.46 亿元，同比增长

19.7%。此前，台积电预期第二季度合并营收介于 129 亿美元到 132 亿美元

之间；若以新台币 28.4 元兑 1 美元汇率假设，则毛利率预计介于 49.5%到

51.5%之间；营业利益率预计介于 38.5%到 40.5%之间。 

据媒体报道，花旗分析师近期在一份报告中称，芯片产能紧张使得台积

电获得了更大的定价权，这应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大规模资本支出所带

来的利润率压力。同时，台积电在极紫外光(EUV)上的取得技术/生产力突破

应该能够扩大其领先同行的技术优势，保证在先进技术工艺上取得更好的成

本结构。 

在第一季度财报法说会上，台积电上调对今年半导体与晶圆代工市场展

望。魏哲家预估，今年半导体产业产值（不含存储器）将成长 12%，优于此

前预期的 8%，晶圆代工产值估成长 16%，优于此前预期的 10%。而台积电

将优于产业平均，预估今年美元营收将可望成长 20%。 

  10 家公司，总市值 1.75 万亿 ……                        |MORE⊿ 

半导体企业越来越多，立讯精密、中国移动、美的、吉利、东风都来了，

同时，近几年，大多数国产半导体的市值一路走高，从以前的零星几家突破

千亿市值，到如今越来越的半导体企业加入千亿俱乐部行列。 

  直降 7 万！特斯拉 Model Y 要借 SiC 玩极致性价比？       |MORE⊿ 

  紫光展锐上半年收入同比增长 240% 其中 5G 手机收入飙涨 1458%！  

7 月 15 日，紫光展锐在官微上披露其 2021 年上半年业绩表现。据披露，

2021 年 1-6 月紫光展锐收入同比增长 240%。 

其中，消费电子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3%。具体看来，各细分领域

情况为：5G手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58%，智能手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64%，

功能手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2%，智能穿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8%。 

工业电子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3%。具体看来，各细分领域情况为：

广域物联网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30%，局域物联网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99%，

智能显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0%，行业智能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7%。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709-28865.html
https://www.dramx.com/News/automotive-electronics/20210709-288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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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紫光展锐是国内少数全面掌握 2G/3G/4G/5G、Wi-Fi、蓝牙、电

视调频、卫星通信等全场景通信技术的 IC 设计企业之一。在 5G 芯片方面，

紫光展锐今年正式推出了 5G 芯片新品牌“唐古拉”。据媒体报道称，首款

6nm EUV 5G 芯片唐古拉 T770 已经完成流片，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50 款搭

载展锐 5G 芯片的终端品牌上市。 

今年 4 月，紫光展锐宣布完成由上海国盛资本、碧桂园创投、海尔金

控和赛睿资本 4家原股东参投的新一轮融资，融资金额为 53.5亿元人民币。 

此轮融资后，北京紫光展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紫光展锐最大股东，持

股约 35.23%，其次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

13.96%，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持股约 11.87%，深圳市碧桂园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约 5.53%，上海盛迎映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约 4.98%。 

据此前消息，紫光展锐正在进行上市前股权及组织结构优化，预计将在

2021 年底申报科创板。 

  IC Insights：中国大陆晶圆产能占全球份额 15.3%排第四，即将赶超

日本                                                        |MORE⊿ 

IT 之家 7 月 17 日消息，近日，半导体行业权威机构 IC Insights 发布了

2020 年底全球各个国家及地区的芯片产能数据图。 

需要注意的是，IC Insights 的统计标准是根据工厂归属地来划分的。例

如三星在美国设立的工厂会算到美国的总产能中，台积电在我国大陆设立的

工厂算在大陆的总产能中。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透露五大新趋势                        |MORE⊿ 

  下游需求旺盛 这家芯片厂商上半年净利润暴增944.79%     |MORE⊿ 

7 月 19 日，明微电子发布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明微电子

2021 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6.1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35 亿元，同比增长

237.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74

亿元，同比增长 944.7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511538467776680&wfr=spider&for=pc
http://www.cena.com.cn/ai/20210719/112548.html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720-289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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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获智能家居行业四项重磅大奖！华为全屋智能到底领先在哪？ 

|MORE⊿ 

  国内集成电路如何创新发展？直道追车与超越摩尔都要抓    |MORE⊿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基本形成了技术体系与

产业本底的“四梁八柱”。在“打基础、建体系”之后，集成电路产业还需

要解决“补短板、保安全”问题并转入“加长板、强实力”的新阶段。在近

期召开的中国集成电路设计创新大会暨 IC 应用博览会（ICDIA 2021）期间，

记者与来自 EDA、IP、通用芯片、汽车电子等领域的企业代表进行了交流。

围绕集成电路产业如何迎难而上攻克“卡点”，后尔摩时代新的技术趋势将

为集成电路产业带来哪些机遇，多位企业家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体会和观点。 

  密集 IPO，华为小米加持，射频芯片迎来黄金时代          |MORE⊿ 

  科创板 2 周年：半导体军团总市值破 10000 亿             |MORE⊿ 

7 月 22 日，科创板迎来开市两周年。在过去两年时间里，科创板已迅

速发展为 A 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成为了国内半导体企业的上市板块

首选，助力中国半导体产业持续完善融资渠道。回顾这两年，那些奔赴科创

板上市的半导体企业情况如何？91 家半导体企业奔赴科创板；32 家已上市，

合计总市值破万亿。 

  工信部：上半年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8%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 2021 年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 

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8%，增速比上年

同期提高 14.1 个百分点，近两年复合增长率为 12.5%。6 月，规模以上电子

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 

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7.6%，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3.6 个百分点。6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

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1%，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13.4 个百分点。 

1-5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51118 亿元，同比增长

25.8%，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2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成本 44292 亿元，同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871340022000651&wfr=spider&for=pc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722/112582.html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726-28996.html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722-289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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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24.2%，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23.3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2545 亿元，

同比增长 49.3%，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4.6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比去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5月末，全行业应收账款同比增长16.1%。 

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4%，与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同比增长 5.1%形成较大反差。6 月，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同比下降 0.6%，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 

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8.3%，增速比上年同

期提高 18.9 个百分点，比工业投资快 12.1 个百分点。 

6 月，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 1.4 亿台，同比增长 2.9%，其中智能手机

产量 1.1 亿台，同比下降 0.6%；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 4107.8 万台，同比增

长 30.9%；集成电路产量 308.2 亿块，同比增长 43.9%。 

据海关统计，上半年，我国出口笔记本电脑 1.1 亿台，同比增长 48.2%；

出口手机 4.6 亿台，同比增长 17.8%；出口集成电路 1514 亿个，同比增长

39.2%；进口集成电路 3123 亿个，同比增长 29%。 

  工信部：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设计收入 1041 亿元，同比增长超 24%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公布了 2021 年上半年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软

件业务收入呈加快增长态势。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44198

亿元，同比增长 23.2%，增速较一季度回落 3.3 个百分点，近两年复合增长

率为 14.7%。 

数据显示，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上半年，信息技术服务实

现收入 28319 亿元，同比增长 26.0%，增速较一季度回落 3.2 个百分点，在

全行业收入中占比为 64.1%。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渗透率加速提升，共实现收入 3787 亿元，同比增长 23.2%，占信息技术服

务收入的 13.4%；集成电路设计收入 1041 亿元，同比增长 24.1%。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增速稳中有落。上半年，嵌入式系统软件实现收入

3696 亿元，同比增长 12.8%，增速较一季度回落 7.9 个百分点。 

  开源之火燃烧，RISCV 提速芯片产业变局                  |MORE⊿ 

这些年，我们目睹了开源对于软件产业带来的巨大变革，中国科学院院

http://www.cena.com.cn/semidesign/20210726/1126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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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梅宏说，“目前几乎没有不涉及、不从开源中获益的软件”。接下来，开源

之火会不会彻彻底底改变未来芯片产业呢？答案正在变得清晰。 

目前开源指令集架构 RISC-V 正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成为后摩尔时

代深刻影响芯片产业的重要变量。就像芯来科技创始人兼 CEO 胡振波在接

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所言：“以 RISC-V 为代表的开放架构指令集热

潮，在世界范围内以一种领域标准的形式，为处理器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半

导体产业的生态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 

赛迪顾问预测，到 2025 年全球市场将需求 192 亿颗 RISC-V CPU 内核。

而 Semico Research 预测更为乐观，预计到 2025 年，基于 RISC-V 架构的 CPU

核心出货量将超过 600 亿个。投资机构 ARK Invest 预测，到 2030 年 ARM 和

RISC-V 可能成为新的处理器标准，在云业务领域取代英特尔 x86 架构，

ARM+RISCV 的组合将占据服务器市场份额达 71％。 

  半导体设备乘风而起                                    |MORE⊿ 

由于扩产潮带动，半导体设备正处于高速增长期。数据显示，全球原始

设备制造商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在明年将再创新高，销售额同比今年的 711

亿美元提升 34%至 953 亿美元，半导体设备持续景气。 

  SEMI 报告：2021 年第二季度全球硅晶圆出货面积再创新高 

美国加州时间 2021 年 7 月 27 日，SEMI 硅制造商集团 (SMG) 报告

称，2021 年第二季度全球硅晶圆出货面积增长 6%，达到 3534 百万平方

英寸，超过第一季度创下的历史新高。2021 年第二季度的硅晶圆出货量比

去年同期的 3152 百万平方英寸增长了 12%。 

SEMI SMG 主席兼 Shin Etsu Handotai America 产品开发和应用工程副总

裁 Neil Weaver 表示：“在多种终端应用的推动下，对硅的需求继续强劲增

长，随着供不应求，用于 300 毫米和 200 毫米应用的硅供应正在趋紧。 

Silicon Area Shipment Trends – Semiconductor Applications Only 

 
Millions of Square Inches 

 
1Q 2020 2Q 2020 3Q 2020 4Q 2020 1Q 2021 2Q 2021 

Total 2,920 3,152 3,135 3,200 3,337 3,534 

Source: SEMI (www.semi.org), July 2021 

https://www.dramx.com/News/cailiao-shebei/20210727-29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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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分析 ------------------------------------ 

企业简介： 

[1] 芯科科技在安全、智能的无线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为更加互联的世界服务。我们集成

的硬件和软件平台、直观的开发工具、无与伦比的生态系统和强大的支持使我们成为构建先进

的工业、商业、家庭和生活应用程序的理想长期合作伙伴。我们使开发人员能够轻松地解决整

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复杂的无线挑战，并通过创新解决方案迅速推向市场，从而改变行业、发展

经济和改善生活。 

[2]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600584 )是全球领先的集成电路制造和技术服务提

供商，致力于为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全方位的微系统集成一站式服务，包括集成电路的系

统集成封装设计、技术开发、产品认证、晶圆中测、晶圆级中道封装测试、系统级封装测试、

芯片成品测试并可向世界各地的半导体供应商提供直运。 

[3] 捷捷微电子是中国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 1995 年，工厂位于江苏省启东市。主要产品

有单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TVS、固体放电管、整流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和晶体管。2011

年当选慧聪电子网分立器件十佳企业前五强 

[4] 西安紫光国芯半导体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4 月 24 日在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登记

成立。法定代表人刁石京，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集成电路软硬件及相关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

等。 

[5] 芯昇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肖青，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许

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移动

终端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智能家庭

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安防设备销售；安防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

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网络设备销售；网络设备制造；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物联

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

物联网设备销售；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创业空间服务；科技推广

和应用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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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思科技（Synopsys）是为全球集成电路设计提供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工具的主导企

业。为全球电子市场提供技术先进的 IC 设计与验证平台，致力于复杂的芯片上系统(SoC)的开

发。同时，Synopsys 公司还提供知识产权和设计服务，为客户简化设计过程，提高产品上市速

度。 

[7]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2001 年，是专业提供小型生活电器智能化服务的

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多项专利，公司先后获得“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软件百强企

业”、“深圳市软件出口二十强企业”、“诚信中小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是“深圳

市电子商会”及“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 副会长单位，并先后通过 ISO9001 质量认证

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8]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少数集半导体分立器件芯片设计制造、器件封装测

试、终端销售与服务等产业链垂直一体化（IDM）的杰出厂商。产品线含盖分立器件芯片、整

流器件、保护器件、小信号、MOSFET、功率模块、碳化硅等，为客户提供一揽子产品解决方

案。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电源、家电、照明、安防、网通、消费电子、新能源、工控、汽车电

子等多个领域。 

[9] 华米科技成立于 2013 年，是一家基于云的健康服务提供商，拥有全球领先的智能可穿戴技

术。华米科技也是中国首家登陆美国资本市场的智能硬件创新公司，于 2018 年 2 月在美国纽

约证券交易所（NYSE）上市（股票代码：ZEPP）。2021 年 2 月，公司全球英文名称正式变更为

“Zepp Health Corporation”。公司的使命是“科技连接健康”，通过“芯端云”的战略，布局芯

片、智能可穿戴终端及健康云服务，构筑全球健康生态，做用户最信赖的伙伴。基于强大的人

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分析能力，华米科技为用户提供 7x24 小时健康监测服务，并通过将智能

可穿戴技术集成到全球物联网，为用户创造更智能、便捷的生活方式。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黄汪，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连续创业者，也是中国嵌入式 Linux 系统、MP4

播放器、平板电脑以及智能手表行业的先行者。 

[10] 青岛孚鼎泰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08 月 14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陈航，公司经营范

围包括：智能科技研发；工业自动化设备、仓储物流设备及配件、工装夹具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软件（不含信息安全产品）开发、销售；防静电产品、塑胶制品销售；普通货物运输（依

据道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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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易来是青岛亿联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的智能照明品牌，专注智能交互、工业设计和灯

光体验等方面。包含智能家居照明产品、智能台上照明产品、智能电工电器产品、智能光源照

明产品、智能家居控制产品等。2018 年中开始正式发展线下市场，现已拥有覆盖全国所有省

份的 100+代理商，60+标准体验店和 300+的体验区。 

[12] 深圳市绿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集数码配件、充电设备等产品的自主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深圳本土企业。公司以追求用户的体验为出发点，生产出了一系列独具绿联风格

的产品。产品以“UGREEN 绿联”品牌背书行销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并且在亚洲和欧美市

场积累了良好的口碑。主要产品线包含了智能充电、手机配件、电脑配件，车载蓝牙系列，其

中包含绿联移动电源、绿联无线充电器、绿联 AppleWatch 磁力充、绿联 HDMI 线等众多产品。 

[13] 杰华特微电子（杭州）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03 月 18 日在杭州市余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

记成立。法定代表人 ZHOU XUN WEI，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计

算机硬件等。 

[14] 珠海越亚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04 月 26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左进，公司经营范

围包括：生产和销售封装基板（含有机封装基板、芯片嵌入式封装基板、被动元件嵌入式封装

基板、玻璃封装基板等）和半导体模组、半导体器件等相关产品，以及前述产品的技术研发和

研发技术成果的转让；股权投资等。 

[15]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是一家为中国泛半导体

产业提供工艺废气治理系统解决方案的国内领军公司，公司总部位于上海。盛剑环境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为 603324。公司专注于泛半导体

工艺废气治理系统及关键设备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系统集成及运维管理，致力于为客户定

制化提供安全稳定的废气治理系统解决方案。旗下有上海盛剑通风管道有限公司、江苏盛剑环

境设备有限公司以及北京盛科达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深耕泛半导体工艺废气治理领域多年，持

续服务于京东方、华星光电、天马微电子、维信诺、中电熊猫、信利光电、惠科光电、中电系

统、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等知名企业。 

[16] 格科微电子(浙江)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赵立新，公司经营范

围包括：集成电路及相关电子产品、摄像头模组及其配件和相关辅助材料、指纹识别模组的设

计、研发、生产、测试和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进出口业

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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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国微芯科技公司，美国微芯半导体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orporated（纳斯达克股市代

号：MCHP）是全球领先的单片机和模拟半导体供应商，为全球数以千计的消费类产品提供低

风险的产品开发、更低的系统总成本和更快的产品上市时间。成立于 1989 年，美国上市公司

（纳斯达克股票代码：MCHP）全球拥有员工 4,500 名全球设有 45 家销售办事处；全球设有 34

家区域培训中心。Microchip 公司自成立以来，就密切关注嵌入控制半导体产品市场。为了占

领市场，集中了所有的技术、设计、生产、销售等各方面资源发展了两大拳头产品：PIC8 位单

片机（MCU）和高品质的串行 EEPROM。到目前为止，Microchip 公司已推出微控制器外围设备、

模拟产品、RFID 智能卡、KEELOQ 保安产品，可设计出更全面,更具价值的嵌入控制系统方案，

以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 

[18] 默克集团（Merck KGaA）创建于 1668 年，拥有约 350 年历史，总部位于德国达姆施塔特

市（Darmstadt），该集团主要致力于创新型制药、生命科学以及前沿功能材料技术， 并以技

术为驱动力，为患者和客户创造价值。截止 2012 年，默克在全球 67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154

个分支机构，以及 38,000 名员工。在中国，默克主要从事制药、生命科学和化工业务，并为

客户提供从创新型的处方类药品、非处方类药品到生命科学领域的解决方案，工业用途的效果

颜料和化学品。默克的业务主要分为四大分支：默克雪兰诺业务分支、消费者保健业务分支、

默克密理博业务分支、功能性材料业务分支。 

[19]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15 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

法定代表人王崧，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集成电路、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开发、销售等。 

[20] 丹佛斯(Danfoss)公司于 1933 年在丹麦建立，是一家总部设在丹麦的全球性跨国公司，在

制冷、供热、水处理和传动控制造业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经过公司员工近 80 年的努力，丹

佛斯由一家不到 10 人的小企业发展成为丹麦最大的工业集团，在四大洲拥有 2 万名员工，技

术水平一流的工厂设备，在 100 多个国家设有子公司和代表处，年营业额近 60 亿美元。数十

年来，丹佛斯以不断的技术创新而闻名于世， 在许多工业领域中的客户不仅享受丹佛斯提供

的服务， 而且与丹佛斯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并成为长期合作的伙伴。 

[21] 中电鹏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03 月 27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张志勇，公司经营范

围包括：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生产线管理

服务；工业机器人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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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

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工业机器人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

子测量仪器销售；电子测量仪器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等。 

[22] 国宏中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08 月 07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付吉国，公司经营范

围包括：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非金属矿石、金属矿石、建筑材料（不从事实体

店铺经营）、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汽车等。 

[23] 山东国宏中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05 月 31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向辉，公司经营

范围包括：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销售

及技术推广服务；软件开发；专业设计服务；包装装潢；再生橡胶制造；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等。 

[24]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04 月 08 日，注册地位于无锡市新吴区菱湖

大道 200 号中国传感网国际创新园 G1-208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永刚。经营范围包括电子产品、

电子模块、计算机软硬件、物联网技术开发、集成电路产品的开发、销售、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工

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限分支机构经营：电子专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工

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2家公司，具有 1处分支机构。 

收起 

[25] 欧司朗总部设于德国慕尼黑，是一家拥有超过 110 年品牌历史的高科技公司。产品主要基

于半导体技术，虚拟现实、自动驾驶、智能手机，以及建筑和城市中的智慧互联照明解决方案，

均囊括在内．欧司朗在 17 个国家共设立了 46 个生产基地，客户遍布全球近 150 个国家和地区。

凭借着创新照明技术和解决方案，欧司朗不断开发人造光源的新领域，产品广泛使用在公共场

所、办公室、公司、家庭以及汽车照明等各照明领域。 

[26] 工业富联一般指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03 月 06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李军旗。2018 年 6 月 8 日，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在上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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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2020 年 5 月 13 日，作为第一批倡议方，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发起“数字化转型伙伴行

动”倡议。 

[27] 无锡利普思半导体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01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梁小广，公司经营范

围包括：电子器件、电子元件的设计、制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的设计、销售；电子产品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8] 无锡中微亿芯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封晴，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集成电路、软件的开发、销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自营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等。 

[29] 用友公司成立于 1988 年，是亚太本土领先的企业管理软件和企业移动应用、企业云服务

提供商，是中国最大的 ERP、CRM、人力资源管理、商业分析、内审、小微企业管理软件和财

政、汽车、烟草等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并在金融、医疗卫生等行业应用以及企业支付、

企业通信、管理咨询、培训教育等领域快速发展。基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社交等

先进技术，用友 UAP 私有云平台是中国大型企业和公共组织应用最广泛的企业计算平台，畅

捷通公有云平台在小微企业和各类企业公共应用服务中得到运用。中国及亚太地区超过 200

万家企业与公共组织通过使用用友软件和云服务，实现精细管理、敏捷经营、业务创新。其中，

中国 500 强企业超过 60%是用友的客户。用友公司连续多年被评定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

件企业”，“用友 ERP 管理软件”系“中国名牌产品”，“用友”系中国驰名商标，公司拥有系统

集成一级资质，获中国绿色公司百强。2001 年,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上市（股票简称：

用友软件；股票代码：600588）。 

[30] 芜湖启迪半导体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01 月 31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赵清,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半导体器件生产、加工、研发，半导体材料研发、生产、加工，半导体设备及零配件销售，半

导体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检验检测服务，电子信息系统设计、开发和集

成，半导体产品销售等。 

[31] 深圳市灵明光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05 月 30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贾捷阳，公司经营

范围包括：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混合集成电路、片式元器件、光电子器件及

传感器等新型电子元器件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等。 

[32]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于计算机技术的仿真测试系统及其相关设备的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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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售、售后服务，产品包括机电仿真测试产品、射频仿真测试产品和仿真应用开发服务的

一家公司。公司是国内计算机仿真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认证企业，计算机仿真产品

覆盖机电仿真、射频仿真等多个国防军工重点应用领域，技术水平先进，能充分满足专业客户

个性需求，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半实物仿真系统 HRT-1000 核心技术均为自主研发，实现了

进口替代，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发动机、车辆、机器人及工业控制等领域；SAR 雷达

目标回波模拟器填补了国内空白；雷达信号处理仿真系统和高速信号记录仪在技术指标上突破

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 

[33] 华力智芯(成都)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03 月 17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高小离，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通讯设

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等。 

[34] Gartner Group 公司成立于 1979 年，它是第一家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的公司。它为有需要

的技术用户来提供专门的服务。Gartner 已经成为了一家独立的咨询公司，Gartner 公司的服务

主要是迎合中型公司的需要，它希望使自己的业务覆盖到 IT 行业的所有领域，从而让自己成

为每一位用户的一站式信息技术服务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