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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19年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

工艺“一条龙”应用计划示范企业和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 

工信厅规函﹝202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有关中央企业： 

为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切实解决工业基础产品和工艺应用难题，按照《工业

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19 年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工艺“一条龙”

应用计划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规函〔2019〕212 号）要求，经企事业单位自愿

申报，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央企业推荐，第三方推进机构组织专家评

审以及网上公示等环节，确定了 2019 年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工艺“一条龙”

应用计划示范企业和示范项目（名单见附件），现予以公布。 

请各单位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配合推进单

位推动相关工作顺利实施，探索建立上中下游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

一体化组织新模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20 年 1 月 15 日 

附件： 

2019 年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工艺“一条龙”应用计划示范企业、示范项目

名单 

一、传感器“一条龙”应用计划 

（二）、示范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超高纯氩气、氮气电子气体研发与产业化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八研究 

所 

2 传感器用高纯电子气体产业化 全椒科利德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3 年产 3000 吨电子级六氟化硫项目 福建德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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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石墨烯“一条龙”应用计划 

（二）、示范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石墨烯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宁夏汉尧石墨烯储能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2 液相机械剥离法制备石墨烯导电浆料 天津艾克凯胜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要闻】 

日本昭和电工拟建设上海第二工厂 增产半导体材料 

1 月 9 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日本昭和电工日前宣布，计划建设上海第

二工厂，增产半导体材料。  

昭和电工株式会社（简称昭和电工）表示，为了强化电子材料用高纯度气体

事业，决定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上海昭和电子化学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SE”）

的旁边取得第二工厂建设用地，建设高纯度一氧化二氮和高纯度八氟环丁烷的生

产设施，以及高压气体危险品仓库。第二工厂拟于 2021 年下半年投产。  

上海第二工厂计划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计划高纯度一氧化二氮年生产能

力 1,000 吨，计划高纯度八氟环丁烷年生产能力 600 吨。  

高纯度一氧化二氮主要是半导体及显示屏制造时的氧化膜的氧来源的特种

气体，高纯度八氟环丁烷主要是这种氧化膜的微细加工（蚀刻）时的特种气体。  

昭和电工表示，由于 5G 等信息通信领域的发展，预计今后中国大陆的半导

体及显示屏市场（有机 EL 电视机等）将会扩大。  

另外，昭和电工还表示，由于预计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市场同样也会扩大，

本公司的现地生产子公司“台湾昭和化学品生产股份有限公司”也将新建年产

150 吨高纯度八氟环丁烷的生产设施（计划 2020 年春投产）。本次在上海和台

湾的投资总额约为 30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9 亿元）。  

目前，昭和电工在川崎事业所和韩国基地生产高纯度一氧化二氮，并在川崎

事业所和上海基地（SSE 第一工厂）生产高纯度八氟环丁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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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在韩建光刻胶厂助韩缓解对日依赖 

据韩国产业通商部 9 日消息，长官成允模当地时间 8 日与美国杜邦公司总裁

约翰·坎普（Jon D. Kemp）会面，杜邦当场确定在韩国建设极紫外线（EUV）

光刻胶研发生产设施，并提交 2800 万美元的投资申请书。 

 

韩国化工企业已确立高纯度大量生产氟化氢技术 

1 月 3 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日前表示，韩国化工

企业已确立能以高纯度大量生产氟化氢的制造技术。氟化氢被用于晶圆的清洗等

方面。  

外媒称，韩国化工企业“Soul Brain”新设和扩建了制造工厂，可将液体氟

化氢的杂质减少至“1 万亿分之一”。这一纯度可用于要求极高纯度的半导体制

造。  

韩国经济媒体认为，生产规模将能满足韩国国内 70 至 80％左右的需求。  

去年 9 月，外媒曾报道，三星电子开始在半导体生产线上试用韩国企业加工

的氟化氢。  

外媒当时表示，在高纯度的氟化氢市场，日本厂商大约占据 8 至 9 成份额。

三星电子对于是否全面采用日本造以外的氟化氢仍持谨慎态度。 

 

晶瑞股份拟投建晶瑞微电子材料项目  

1 月 8 日，晶瑞股份发布公告称，为了更好地顺应国内半导体、平板显示、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满足区域下游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

需求，抓住市场机遇提升公司整体竞争水平，公司拟在湖北省潜江市投资建设晶

瑞（湖北）微电子材料项目，生产光刻胶及其相关配套的功能性材料、电子级双

氧水、电子级氨水等半导体及面板显示用电子材料等。 

为推动项目的筹建工作，公司独资设立了晶瑞(湖北)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下

称“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00 万元。为进一步推动项目的建设工作，

经各方商议，标的公司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65 亿元，其中潜江投资基金拟



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简报 

5 

 

认购标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6亿元，占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总注册资本的 65%，

公司拟认购标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1.05 亿元，完成后公司认购标的公司注册资

本总额为 1.4亿元，占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总注册资本的 35%。经过本次增资后，

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35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4 亿元。本次对外

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京东方重庆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进入桩基施工 

据重庆日报报道，京东方重庆第 6 代 AMOLED（柔性）生产线项目已进入

桩基施工阶段，各项工作按计划推进中。 

京东方重庆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

区，由京东方全自主设计、开发和建造，主要生产手机、车载及可折叠笔记本电

脑等柔性显示产品，总投资 465 亿元，设计产能 4.8 万片/月。 

 

【统计数据】 

IC Insights：2019 年中国晶圆制造市场规模达 113.57 亿美元 同

比增长 6% 

美国当地时间 1 月 9 日，全球知名半导体市场调研机构 IC Insights 发布了

2019 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晶圆制造市场的表现，其中中国是唯一增长的。  

具体来看，2019 年，中国晶圆制造市场规模为 113.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6%；

美洲地区为 308.13 亿美元，同比下降 2%；欧洲地区为 35.9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日本为 29.87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  

IC Insights 认为，过去 10 年，随着中国芯片设计公司数量的增加(如华为海

思)，其对晶圆制造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IHS：2019 年 11 月全球 OLED 面板发货量达 4370 万片 

显示器面板最新一期出货数据显示，OLED 面板增长超越了 LCD 面板，这

主要是得益于智能手机需求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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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OLED 面板全球发货量达 4370 万片，这个数据出自现已隶属

于 Informa Tech的 IHS Markit | Technology的《显示器市场战略观察简报 – 2019

年 11 月版》，这也是可获得完整数据的最近月份。最新的 OLED 面板出货量数

据较之前的 10 月份下降了 5%，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却大幅上升了 38%。 

相比之下，11 月份全球 LCD 面板出货量整体超过了 OLED 面板。但是，LCD

面板出货量较 10 月下降 2%，与前一年同期 2018 年 11 月回落 4%。 

OLED 面板市场 

OLED 面板目前被用于高端智能手机和电视。在智能手机领域，三星显示器

（Samsung Display）占11月份OLED面板出货量的90%。同时，由于苹果对 iPhone

屏幕的需求，LG 显示器的出货量继续增长。中国京东方和天马也是智能手机

OLED 面板供应商，日本夏普可能在 2019 年 12 月重新启动智能手机面板业务。 

OLED 面板也正在进入笔记本电脑领域。三星显示器（Samsung Display）2018

年重新开始生产 OLED 笔记本面板后，截至 2019 年底，出货量约为 40 万片，

表现优于预期。在这一成功的基础上，这家公司今年正在瞄准更高的出货目标，

因为三星显示器（Samsung Display）希望在 2020 年出货大约 300 万片 OLED 笔

记本面板。 

三星显示器（Samsung Display）和 LG 显示器（LG Display）今年都计划为

IT 市场开发更多 OLED 面板，包括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显示器，这些计划

似乎确定会导致 2020 年 OLED 显示屏市场的持续扩张。 

LCD 面板应用 

智能手机是 LCD 面板出货量最大的应用市场，11 月份智能手机出货量有近

1.14 亿片面板。该领域最大厂商是中国大陆的京东方和天马，其次是中国台湾的

群创。电视面板的 LCD 出货量仅次于智能手机，其次是笔记本和平板电脑面板

市场的 LCD 出货量。 

随着 LCD 厂商向 OLED 过渡，三星显示器（Samsung Display）和 LG 显示

器（LG Display）都将在 2020 年减少电视面板的出货量，即便是主流的 65 英寸

LCD TV 面板也不例外。 

同时，在监视器面板市场，三星显示器、LG 显示器、友达、群创和京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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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有供应商将继续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使惠科、华星、中电熊猫和彩虹光电

等新来者难以从现有市场占有着手中夺取份额并增加业务。 

11 月所有工厂的平均利用率为 80%，预计 2019 年 12 月和 2020 年 1 月工厂

利用率将下降几个百分点，然后在 2020 年 2 月恢复到 11 月的水平。（IHSMarkit） 

 

【产业盘点】 

2019 中国 63 座晶圆制造厂最新情况跟踪 

根据芯思想研究院的统计，截止 2019 年底我国 12 英寸晶圆制造厂装机产能

约 90 万片，较 2018 年增长 50%；8 英寸晶圆制造厂装机产能约 100 万片，较 2018

年增长 10%；6 英寸晶圆制造厂装机产能约 230 万片，较 2018 年增长 15%；5

英寸晶圆制造厂装机产能约 80 万片，较 2018 年下降 11%；4 英寸晶圆制造厂装

机产能约 260 万片，较 2018 年增长 30%；3 英寸晶圆制造厂装机产能约 40 万片，

较 2018 年下降 20%。 

为了让大家对我国新的晶圆制造线的最新情况有个了解，本文对 2019 年度

有关中国晶圆生产线的最新情况进行盘点，现将调研情况梳理如下。 

共计 63 个项目，其中 6 个项目已经停摆，刨除停摆项目外，其他 57 个项目

宣布投资总额超过 15000 亿人民币，较 2018 年统计增长 7%。 

本文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硅基项目，二是化合物项目；每部分包括投产篇、

产能爬坡篇、在建篇、规划篇、停摆篇。 

 投产篇：2019 年度宣布投产的晶圆制造生线 

 产能爬坡篇：2019 年前投产的生产线，2019 年产能较 2018 年开始提升 

 在建篇：2019 年度还在建设的晶圆生产线 

 规划篇：宣布建线计划 

 停摆篇：2019 年度停止建设的项目 

一、硅基项目（53） 

投产篇（12） 

 中芯南方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12 英寸 14 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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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虹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12 英寸） 

 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二期（12 英寸） 

 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二期一阶段 

 广州粤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12 英寸） 

 重庆万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12 英寸） 

 江苏时代芯存半导体有限公司（12 英寸） 

SK 海力士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12 英寸） 

 福建省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12 英寸） 

 中芯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中芯绍兴，8 英寸） 

 北京燕东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8 英寸） 

 江苏英锐半导体有限公司（6 英寸） 

 

产能爬坡篇（14） 

 上海华力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12 英寸） 

 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2 英寸） 

 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12 英寸）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有限公司（12 英寸） 

 联芯集成电路制造（厦门）有限公司（12 英寸） 

 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12 英寸） 

 英特尔半导体（大连）有限公司（12 英寸）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深圳）有限公司（12 英寸）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天津）有限公司（8 英寸） 

 中芯集成电路（宁波）有限公司（N1，8 英寸） 

 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士兰集昕，8 英寸） 

 上海新进芯微电子有限公司（8 英寸） 

 四川广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6 英寸） 

 河南芯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芯睿电子 6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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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篇（15） 

 厦门士兰集科微电子有限公司（12 英寸） 

 武汉弘芯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弘芯半导体，12 英寸） 

 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二期二阶段（12 英寸） 

 成都紫光国芯存储科技有限公司（12 英寸） 

 芯恩（青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芯恩，12 英寸） 

 泉芯集成电路制造（济南）有限公司（泉芯集成，12 英寸） 

 芯恩（青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芯恩，8 英寸） 

 赛莱克斯微系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赛莱克斯，8 英寸） 

 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积塔半导体，8 英寸） 

 中芯集成电路（宁波）有限公司二期（中芯宁波二期，8 英寸） 

 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士兰集昕二期，8 英寸） 

 海辰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无锡海辰，8 英寸） 

 济南富能半导体有限公司（富能半导体，8 英寸）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华微电子，8 英寸） 

 山东兴华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6 英寸） 

 

规划篇（7） 

 华润微电子（重庆）有限公司（华润重庆，12 英寸） 

 华润微电子无锡项目（华润微电子，8 英寸） 

 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积塔半导体，12 英寸） 

 紫光 DRAM 项目（紫光 DRAM，12 英寸） 

 青岛城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城芯半导体，12 英寸） 

 四川中科晶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中科晶芯，8 英寸） 

 赣州名芯半导体项目（赣州名芯，8 英寸） 

 

停摆篇（5） 

 南京紫光存储科技控股有限公司（12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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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芯（成都）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格芯成都，12 英寸） 

 德淮半导体有限公司（12 英寸） 

 德科码（南京）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德科码南京，8 英寸） 

 江苏中璟航天半导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中璟航天，8 英寸） 

 

二、化合物项目（10） 

投产篇（1） 

 厦门士兰明镓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6 英寸） 

  

产能爬坡篇（4） 

 英诺赛科（珠海）科技有限公司（8 英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6 英寸碳化硅） 

 苏州能讯高能半导体有限公司（氮化镓） 

 江苏能华微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氮化镓） 

  

在建篇（3） 

 英诺赛科（苏州）半导体有限公司（8 英寸） 

 北京世纪金光半导体有限公司（6 英寸碳化硅） 

 济南富能半导体有限公司（6 英寸） 

  

规划篇（1） 

 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积塔半导体，6 英寸） 

  

停摆篇（1） 

 北京双仪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6 英寸砷化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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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芯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