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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2021-2023 年）》的通知 

工信部电子〔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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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关单位： 

现将《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1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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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SK 海力士新半导体厂 M16 竣工 

SK海力士在京畿道利川投资 3.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202亿元)打造的新半

导体生产线 M16 正式竣工。据悉，M16 生产线年内将安装 2 台极紫外(Extreme 

Ultraviolet，EUV)光刻机，下半年起生产第四代 10 纳米级 DRAM 产品。这是

M16 生产线首次导入 EUV 工艺，能极大地提高性能和生产效率。(韩联社) 

青岛惠科 6 英寸晶圆半导体项目通线仪式举行 

1 月 6 日，青岛惠科 6 英寸晶圆半导体项目通线仪式在青岛即墨区举行，意

味着山东省内首批面向市场自主设计生产的 6 英寸晶圆半导体项目进入批量化

生产阶段。 

据介绍，该项目达产后将成为国内单体产出最大的功率器件生产基地。 

惠科 6 英寸晶圆半导体项目是集功率半导体器件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项目，由深圳惠科投资有限公司与即墨区马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建设。投产后产品可应用在高铁动力系统、汽车动力系统、消费及通讯电

子系统等领域。全部达产后，项目将月产芯片 20 万片、WLCSP 封装 10 万片。 

据报道，青岛惠科微电子公司总经理梁洪春表示，批量投产前，企业在实验

室内进行了多批次试生产，预计到 2021 年 6 月，企业将月产 10 万件芯片；到

2022 年第一季度，实现月产 20 万件芯片目标。 

2020 年 5 月 19 日，青岛惠科六英寸晶圆半导体功率器件项目芯片厂房封顶

仪式在青岛举行。同年 12 月 19 日，青岛惠科微电子有限公司第一片产品成功产

出，该产品的成功产出，标志着项目建设阶段正式转入生产运营阶段。 

继三星之后，LGD 宣布韩国 LCD 工厂延后停产一年 

韩国面板生产大厂三星显示器（SamsungDisplay）日前宣布，因市场供不应

求，原本预计 2020 年底停产的 LCD 产线将暂缓，最后停产时间点将视市场需求

再做决定。韩国另一家 LCD 面板大厂 LGD 同样宣布，原本准备 2020 年底停产

的韩国 LCD 面板工厂，也将暂缓停产一年。 

据韩国媒体《THEELEC》报导，LGD 原本决定 2020 年底位于韩国的 L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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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工厂停产，之后由中国广州工厂供应。只是 2020 年第 3 季开始，市场对 LCD

面板需求大增，尤其电视面板需求，故 LGD 无法确定有足够供应量前，决定延

后一年韩国境内 LCD 面板工厂停产。 

报导强调，LGD 主要需求是以提供更宽广视角及更多色彩显示程度的

IPSLCD 面板为大宗。之前这方面都是由中国惠科（HKC）与鸿海集团旗下超视

堺（SakaiSIO）等厂商供应，但因武汉肺炎疫情，使惠科延迟第 4 条 8.5 代线建

置，超视堺也很难提供 LGD 足够 IPSLCD 面板量，因对超视堺来说，三星显示

器比 LGD 更重要，迫使 LGD 不得不延后 LCD 面板停产时间。 

除了供应商提供不足的压力，更重要的原因是市场需求。市场需求不断提升

情况下，2020 年第 3 季的面板价格较前一季上涨 30%，且趋势仍继续，使 LGD

决定让位于韩国的 P77 代线，以及 P88.5 代线持续生产，这两条生产线预计每月

将有 12 万至 13 万片产能。为因应市场需求，两座工厂预计未有更高稼动率，以

生产更多产品。 

和辉光电科创板 IPO 过会 

2021 年 2 月 1 日，上交所科创板股票审核网站，科创板上市委员会通过了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辉光电”）首发上市申请。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是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招股书显示，和辉光电拟公开发行新股 26.81 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为 20%，拟募集资金 100 亿元，其中 80 亿元用于“第六代 AMOLED 生产线产

能扩充项目”、20 亿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和辉光电主要从事 AMOLED 面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实际控制人是上海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股东是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是为打破国外

企业 AMOLED 面板垄断局面在政府部门引导下而成立的公司。 

晶瑞股份花 7100 多万引进 ASML 光刻机 将研发 28nm 光刻胶 

1 月 19 日晚，晶瑞股份发表公告，宣称购得 ASML 公司光刻机一台，将用

于高端光刻胶项目。晶瑞表示，自公司开展设备采购活动以来，受到投资者广泛

密切关注。经公司多方协商、积极运作，顺利购得 ASML XT1900 Gi 型光刻机一

台。该设备于 2021年 1 月 19日运抵苏州并成功搬入公司高端光刻胶研发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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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公司将积极组织相关资源，尽快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 

从晶瑞公司的信息来看，公司采购的光刻机设备为 ASML XT 1900 Gi 型 ArF

浸入式光刻机，可用于研发最高分辨率达 28nm 的高端光刻胶。 

总投 1.2 亿，年产 800 吨聚酰亚胺产品项目安徽开工 

1 月 12 日，铜陵邦杰新材料公司聚酰亚胺薄膜系列产品项目开工仪式在安

徽义安经济开发区举行。 

据了解，铜陵邦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是生产工业用高等级绝缘材料的高科技企

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通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铁动车等高科技行业，

和国家新型产业发展高度融合。 

此次新开工的年产 800 吨聚酰亚胺薄膜系列产品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建

设 20 条自动化生产流水线。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 21 亩，总建筑面积 17300 平方

米。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 1.2 亿元。 

正帆科技砷烷磷烷项目新增实施主体 

气体圈子讯：1 月 18 日，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募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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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公司全资孙公司铜陵

正帆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拟定名）作为实施主体并对应新增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募投项目“气体扩产项目”原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合肥正帆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原实施地点为“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宏图大道与四顶山路交口”。根

据高纯特种气体业务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新增“气体扩产项目”实施主体及

实施地点如下： 

 

备注：正帆科技拟设立全资公司铜陵正帆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拟）作为气体扩产项目新增实

施主体，并已提交工商注册登记申请。上述信息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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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帆科技表示，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主要原因是为满足

公司高纯特种气体业务经营发展的需要，优化产能分布，充分利用铜陵当地关于

基础设施建设、设备投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提升募投项目的实施进

度，优化公司的区域布局，为募投项目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持。正帆科技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在上海科创板上市，根据招股书披露，正帆科技现有砷烷 20 吨/年，

磷烷 30 吨/年的生产能力，2019 年砷烷产能利用率和产销量分别是 60.54%及

98.30%；磷烷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分别为 31.38%及 93.12%，募投项目中投资金

额最多的也是超高纯砷化氢、磷化氢等气体扩产项目，该项目将新增砷烷产能

40 吨，磷烷产能 40 吨。 

【统计数据】 

机构：预计 2021 年芯片代工行业收入达 920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2% 

市调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表示，2020 年，全球芯片代工行业收入约

为 8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尽管这一基数很高，但预计 2021 年收入仍将同

比增长 12%，达到 920 亿美元。2021 年全球芯片代工行业增长的动力来自芯片

出货量增加以及价格上涨，这在以前十分罕见。尤其是 2020 年下半年以来 8 英

寸芯片厂产能吃紧，部分供应商将芯片平均价格调涨 10%。 

 

【产业分析】 

大尺寸 LCD 面板产业有望迎十年来最长涨价周期 

上游缺货加剧供应紧张 

此轮面板价格上涨的动力较复杂。受疫情影响，办公、学习、娱乐领域对 IT

产品需求强劲，笔记本电脑、显示器、平板电脑三大应用市场 2020 年大幅上涨。

同时，疫情波及上游供应链，在终端需求强劲的背景下，呈现出上游供应链左右

终端市场变化的特征。 

半导体器件市场的供需关系比较复杂，除了显示市场驱动芯片需求之外，其

他元器件，包括 SOC、wifi 芯片、CPU 等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与显示驱动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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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存在联动。自 2020 年二季度开始，全球 8 英寸晶圆产能吃紧。专家预计

产能紧张状况至少会持续至今年上半年。 

信达证券方竞团队表示，据产业链调研，面板上游材料持续短缺，缺货现象

预计将持续整个一季度。目前主流面板厂商库存几乎为零，终端 TV 厂商库存仍

低于正常水平。 

对于近日供应链出现的“面板荒”，张虹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夸张，考虑到上

游 IC、零部件缺货，供应确实紧张，但预计二季度供需将逐步趋于平衡，面板

缺货情况会得到一定缓解。 

TV 出货规模预期下调 

张虹预计，2021年全球 TV整机出货量从原来的 2.47亿台下调至 2.38 亿台，

降幅为 3.1%。其中，中国市场预计会小幅反弹，但力度相对有限。 

海外市场方面，预计 2021 年 TV 整机出货量难有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有两

点：一是受宅经济崛起驱动，海外主要经济体 TV 出货强劲，但部分 2021 年的

需求已经在 2020 年提前兑现；二是面板价格高企，挤压了整机厂商的利润。这

会推动整机厂商调整策略，从而影响需求。 

张虹预计，2021 年全球 LCDTV 面板实际产能供应面积将同比增长 6%。该

预测考虑了多重因素，如中国大陆新线产能继续释放及其产能爬坡进度；韩厂产

能退出延迟的影响。其中，韩国 LGD 产能会有一定提升，而 SDC 关闭生产线计

划有所延迟，其中一条 8.5 代线会延迟到今年年底。 

TV 面板市场发展通常平均每年增长 1 英寸。张虹介绍，2020 年增长了 1.8

英寸，预计 2021 年增长 1.5 英寸，使得 2021 年全球 LCDTV 面板平均尺寸达到

48.6 英寸。尺寸增长将消耗更多高世代 LCD 产能。以 2021 年平均尺寸增长 1.5

英寸测算，预计可以消化一条产能为 200K 的 G8.5 代线。 

面板厂商盈利状况改善 

在 LCD 面板市场，大尺寸产品占主导地位，价格上涨使得面板厂经营状况

显著改善。TCL 科技预计 2020 年实现归母净利 42 亿-44.6 亿元，同比增长

60%-70%。据此推算，公司 2020 年第四季度归母净利润为 21.75 亿-24.35 亿元。 

TCL 科技表示，TCL 华星保持满销满产，持续优化产品结构，2020 年营业

收入同比增幅超过 35%，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超过 140%。其中，大尺寸显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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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受益于产业回暖，主要产品价格自 2020 年第三季度起持续上涨，大尺寸业务

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6 倍；小尺寸面板线面临所在地区疫情带来的生产性物流及

人员复工的问题，业绩受到阶段性影响。 

大尺寸面板价格涨势强劲。以 2020 年 12 月最终结算价对比 2020 年 5 月低

点，32 英寸 HD 面板涨幅达 100%，55 英寸 4K 面板涨幅接近 70%，65 英寸涨幅

接近 40%，75 英寸 4K 面板涨幅接近 20%，均为近十年来最大涨幅。“预计 2021

年一季度 TV 面板价格依然维持上涨态势，二季度 TV 面板价格将逐步趋稳。”

张虹表示，下半年则有向下调整预期。方正证券电子行业分析师陶胤至则认为，

TV 面板行业竞争格局改善，价格大幅调整可能性较低。 

大尺寸面板产业高景气在延续。“大尺寸 LCD 面板涨价从 2020 年 6 月开始

启动，预计会持续 10 个月，是 10 年来最长的涨价周期。”群智咨询总经理李亚

琴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电视面板和显示器面板主流尺寸产品价格涨幅已超过

50%，部分电视面板涨幅为 80%至 90%。 

群智咨询 TV 研究总监张虹表示，面板市场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多，特别是上

游核心零部件的供应情况，对 2021 年一季度、二季度 TV 面板的供应影响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