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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融资】 

中芯国际科创板 IPO 过会 

6 月 19 日，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 2020 年第 47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同意

中芯国际发行上市（首发）。 

作为中国半导体代工龙头，中芯国际于 6 月 1 日提交科创板首发申请后三天

即进入问询环节，创下科创板审核新纪录。随后中芯国际仅用 4 天便交出了首轮

问询的答卷，再创科创板审核问询最快回复记录。 

6 月 19 日，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同意中芯国际首发申请顺利通过，意味着

中芯国际只用了 18 天就完成了注册上市的流程，这也创下了科创板目前最快的

IPO 纪录。 

正帆科技科创板过会 

6 月 17 日，科创板上市委 2020 年第 44 次审议会议于昨日召开，审核结果

显示，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帆科技”)首发获通过。 

正帆科技是一家致力于为泛半导体、光纤通信、医药制造等行业客户提供工

艺介质和工艺环境综合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正帆科技的主营业务包括：(1)

气体化学品供应系统的设计、生产、安装及配套服务;(2)高纯特种气体的生产、

销售;(3)洁净厂房配套系统的设计、施工。 

正帆科技本次拟在上交所科创板发行新股不超过 6423.54 万股(未考虑本次

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且不低于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25%(以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后的数量为准)。超额配售部分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5%。发行

后总股本不超过 2.57 亿股(未考虑本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拟募集资

金 4.42 亿元，其中 8081.00 万元用于“新能源、新光源、半导体行业关键配套装

备和工艺开发配套生产力提升项目”，1.82 亿元用于“超高纯砷化氢、磷化氢扩

产及办公楼(含研发实验室)建设项目”，1.8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格林达上交所主板过会 

6 月 18 日，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格林达”或“公

司”）首发申请获证监会通过，将于上交所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不超

过 2545.39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据招股书显示，格林达拟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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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59206.92 万元，此次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四川格林达 100kt/a 电子材料、技术中

心建设、补充流动资金等项目。 

【行业要闻】 

武汉新芯 50 纳米代码型闪存芯片量产 

6 月 4 日，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透露，其自主研发的 50 纳米浮

栅式代码型闪存（SPI NOR Flash）芯片已全线量产。 

目前，在全球 NOR Flash 存储芯片领域，业界通用技术为 65 纳米。武汉新

芯新一代 50 纳米技术，已逼近此类芯片的物理极限，无论是存储单元面积还是

存储密度，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了解，武汉新芯 50 纳米闪存技术于 2019 年 12 月取得突破，随后投入量

产准备。从 65 纳米到 50 纳米的跃升，武汉新芯用了 18 个月。 

长电科技绍兴中道先进封装生产线项目奠基 

6 月 3 日，长电集成电路（绍兴）有限公司 300mm 集成电路中道先进封装

生产线项目奠基仪式在绍兴举行。 

该项目总投资 80 亿元，将瞄准集成电路晶圆级先进制造技术的应用，为芯

片设计和制造提供晶圆级先进封装产品。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规划总面积 230

亩，建成后可形成 12 英寸晶圆级先进封装 48 万片的年产能。二期规划总面积

150 亩，以高端封装产品为研发和建设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水平的先进封装生产

线。 

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二期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开工 

6 月 20 日上午，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二期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开工。 

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由紫光集团、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湖北省科投集团和湖

北省集成电路基金共同投资建设，计划分两期建设 3D NAND 闪存芯片工厂。项

目一期于 2016 年底开工建设，进展顺利，32 层、64 层存储芯片产品已实现稳定

量产，并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 128 层三维闪存芯片。 

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微系统集成和封装测试服务提供商，长电科技选择直

面挑战，攻克技术难题，成功于 2020 年 4 月通过全球行业领先客户的认证，实

现双面封装 SiP 产品的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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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3 亿元！南京中电熊猫 8.5 代 LCD 产线可回收价值评估

报告出炉 

6 月 5 日，*ST 东科发布了关于南京中电熊猫 8.5 代 TFT-LCD 生产线项目资

产组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报告中，资产组对项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开发支出、无形资产方面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南京中电熊猫项目可回收价值

为 165.53 亿元。 

 

波米科技院士工作站正式成立！ 

6 月 5 日，波米科技有限公司李永舫院士工作站签约仪式在中国科学院化学

研究所正式举行。 

为推动产学研融合，促进知识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加速技术创新要素向企

业集聚，波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华、波米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铭新、

王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李永舫院士出席签约仪式。 

院士工作站的建立，将保障“聚合物太阳电池材料”以及“液晶取向剂和光

敏性聚酰亚胺电子材料”研发及产业化的顺利进行，大大提升波米科技有限公司

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研发水平，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波米科技有限公司的发

展注入强劲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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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 

2019 年 5 月中国集成电路进出口情况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19年 5月中国集成电路进口数量总计 354.91亿个，

进口金额总计为 238.30 亿美元，进口数量同比增长-3.92%，进口金额同比增长

-11.12%，进口数量环比增长 1.95%，进口金额环比增长-1.45%。2019 年 5 月集

成电路出口数量总计为 167.09 亿个，出口金额为 75.84 亿美元，出口数量同比增

长-7.64%，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10.49%，出口数量环比增长 1.54%，出口金额环比

增长-4.27%。 

其中，2019 年 5 月处理器及控制器进口数量总计 354.91 亿个，进口金额总

计为 238.30 亿美元，进口数量同比增长-3.92%，进口金额同比增长-11.12%，进

口数量环比增长 1.95%，进口金额环比增长-1.45%。2019 年 5 月集成电路出口数

量总计为 167.09 亿个，出口金额为 75.84 亿美元，出口数量同比增长-7.64%，出

口金额同比增长 10.49%，出口数量环比增长 1.54%，出口金额环比增长-4.27%。 

2019年 5月存储器进口数量总计 32.54亿个，进口金额总计为 79.96亿美元，

进口数量同比增长-9.66%，进口金额同比增长-27.70%，进口数量环比增长-0.28%，

进口金额环比增长-6.15%。2019 年 5 月存储器出口数量总计为 17.19 亿个，出口

金额为 40.69 亿美元，出口数量同比增长-6.47%，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14.78%，出

口数量环比增长 5.46%，出口金额环比增长-4.39%。 

2019 年 5 月放大器进口数量总计 24.60 亿个，进口金额总计为 7.04 亿美元，

进口数量同比增长 8.23%，进口金额同比增长 1.00%，进口数量环比增长-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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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金额环比增长-1.95%。2019 年 5 月放大器出口数量总计为 7.22 亿个，出口

金额为 1.51 亿美元，出口数量同比增长 44.69%，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9.42%，出

口数量环比增长-3.22%，出口金额环比增长-24.88%。 

2019 年 5 月其他集成电路进口数量总计 203.30 亿个，进口金额总计为 43.93

亿美元，进口数量同比增长-0.18%，进口金额同比增长-4.56%，进口数量环比增

长 1.34%，进口金额环比增长-2.18%。2019 年 5 月其他集成电路出口数量总计为

86.03 亿个，出口金额为 8.36 亿美元，出口数量同比增长 2.98%，出口金额同比

增长 8.15%，出口数量环比增长 4.53%，出口金额环比增长 1.83%。 

 

2019 年 1-5 月集成电路进口数量累计为 1577.62 亿个，进口金额累计 1126.55

亿美元，2019 年 1-5 月进口数量累计同比增长-5.98%，进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长

-7.64%。 

其中，2019 年 1-5 月处理器及控制器进口数量累计为 419.37 亿个，进口金

额累计 501.42 亿美元，2019 年 1-5 月处理器及控制器进口数量累计同比增长

-13.10%，进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长 1.16%。 

2019 年 1-5 月存储器进口数量累计为 151.71 亿个，进口金额累计 388.44 亿

美元，2019 年 1-5 月存储器进口数量累计同比增长-9.78%，进口金额累计同比增

长-19.04%。 

2019 年 1-5 月放大器进口数量累计为 112.47 亿个，进口金额累计 33.42 亿美

元，2019 年 1-5 月放大器进口数量累计同比增长 1.57%，进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长

-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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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5 月其他集成电路进口数量累计为 894.07 亿个，进口金额累计 203.27

亿美元，2019 年 1-5 月其他集成电路进口数量累计同比增长-2.45%，进口金额累

计同比增长-1.70%。 

【产业分析】 

电视面板价格将反弹回升 显示面板行业有望迎来向上拐点 

群智咨询研报显示，预计今年 7 月电视面板价格反弹回升。上周另一调研机

构 Omdia 也指出大尺寸面板市场开始复苏。而京东方（000725.SZ）在 6 月 17

日的投资者交流活动中透露，面板价格三季度有望回升，显示面板行业上行拐点

已经出现。 

 

据群智的研报，6 月主流液晶电视面板价格将迎来反弹，三季度的供需进一

步趋紧，预计 7 月面板价格维持上涨趋势，32、39.5、43、50 英寸的液晶电视面

板价格将分别上涨 2 美元，而 55、65 英寸的液晶电视面板价格将分别上涨 3 美

元，75 英寸的面板价格则将持平。 

原因是，随着欧美地区为代表的海外电视备货需求强劲恢复，加之主力品牌

为达成年度销售目标，旺季备货计划积极，6 月开始面板备货需求环比增长明显。

面板供应方面，主力面板厂商持续控制电视面板供应规模，5 月底有效清理库存。 

Omdia 上周也指出，大尺寸面板市场开始复苏。预计 2020 年全球大尺寸面

板出货量将达 7.716 亿片，比 2019 年的 7.705 亿片增长不到 1%，这个数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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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英寸及以上的 LCD（液晶）和 OLED 面板。本年度的增长总量持平，上半年

面板市场及全球经济剧烈变化，下半年相比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因为疫情停止或减缓了中国大陆的生产，新冠疫情在第一季度严重影响了

大尺寸面板业务以及终端应用市场。”Omdia 首席分析师 Peter Su（苏彼得）说。

“虽然目前中国大陆正在从危机中复苏，第二季度生产也回到了正轨，但由于全

球消费需求减弱，新冠疫情继续影响着市场”。 

 

然而，许多地区的封锁政策刺激了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显示器等设备的

需求突然激增。这一现象促使大尺寸面板的需求从第二季度开始回升，并有望在

今年后 6 个月获得增长势头。 

继第一季度同比下降 4%后，第二季度全球大尺寸面板出货量将同比增长 5%。

不过这种增长是由 IT 设备的需求推动的，液晶电视需求增长缓慢。Omdia 预计

第二季度电视面板出货量将环比减少 3%，同比减少 13%。而笔记本电脑面板的

出货量预计将环比增长 35%，同比增长 18%；显示器面板出货量将在第二季度

环比增长 19%，同比增长 9%。 

Omdia 预计 2020 年中国大陆面板厂商将占据大尺寸面板出货量和出货面积

的最大市场份额，这将标志着这些公司将首次引领市场。 

作为中国大陆面板业的龙头，京东方上周在投资者交流活动中表示，面板价

格 2020 年一季度有所回升，但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4 月开始面板价格再次下

降，目前面板价格已经接近 2019 年底的历史低位。展望三季度，需求正在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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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海外产能退出效应将在三季度开始显现。随着供需情况改善，6 月份绝大

部分尺寸面板价格已经止跌，部分尺寸甚至小幅上涨，三季度价格有望回升，行

业上行拐点已经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