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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财政部等三部门出台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进口税收政

策 

3 月 29 日，财政部官网发布了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支持集成

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对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65 纳米（含,下同）的逻辑电路、存储

器生产企业,以及线宽小于 0.25 微米的特色工艺集成电路生产企业，进口国内不

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自用生产性（含研发用,下同）原材料、消耗品，

净化室专用建筑材料、配套系统和集成电路生产设备（包括进口设备和国产设备）

零配件；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0.5 微米的化合物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和先进封装测试

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自用生产性原材料、消耗品；集

成电路产业的关键原材料、零配件生产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

需求的自用生产性原材料、消耗品；集成电路用光刻胶、掩模版、8 英寸及以上

硅片生产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净化室专用建筑材料、

配套系统和生产设备（包括进口设备和国产设备）零配件等情形免征进口关税。 

通知全文如下：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

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21〕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税务局，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

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20〕8 号），经国务院同意，现将有关进口税收政

策通知如下： 

一、对下列情形，免征进口关税： 

（一）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65 纳米（含,下同）的逻辑电路、存储器生产企业,

以及线宽小于 0.25 微米的特色工艺（即模拟、数模混合、高压、射频、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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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集成、图像传感、微机电系统、绝缘体上硅工艺）集成电路生产企业，进口

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自用生产性（含研发用,下同）原材料、消

耗品，净化室专用建筑材料、配套系统和集成电路生产设备（包括进口设备和国

产设备）零配件。 

（二）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0.5 微米的化合物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和先进封装测

试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自用生产性原材料、消耗品。 

（三）集成电路产业的关键原材料、零配件（即靶材、光刻胶、掩模版、封

装载板、抛光垫、抛光液、8 英寸及以上硅单晶、8 英寸及以上硅片）生产企业，

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自用生产性原材料、消耗品。 

（四）集成电路用光刻胶、掩模版、8 英寸及以上硅片生产企业，进口国内

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净化室专用建筑材料、配套系统和生产设备（包

括进口设备和国产设备）零配件。 

（五）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以及符合本条第（一）、

（二）项的企业（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和先进封装测试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及按

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含软件）及配套件、备件，但《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

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进口不予免

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所列商品除外。上述进口商品不占用投资总额，

相关项目不需出具项目确认书。 

二、根据国内产业发展、技术进步等情况，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将

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本通知第一条中的特色工艺类型和关键

原材料、零配件类型适时调整。 

三、承建集成电路重大项目的企业自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进口新设备，除《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外商投资项

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所

列商品外，对未缴纳的税款提供海关认可的税款担保，准予在首台设备进口之后

的 6 年（连续 72 个月）期限内分期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6 年内每年（连续 12

个月）依次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总额的 0%、20%、20%、20%、20%、20%，自

首台设备进口之日起已经缴纳的税款不予退还。在分期纳税期间，海关对准予分

期缴纳的税款不予征收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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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由财政部、海

关总署、税务总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另行制定印发。 

五、本通知自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实施。自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第一批免税进口企业清单印发之日后 30 日内，已征的应免关税税款

准予退还。 

六、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财政部关于部分集成电路生产企业进口自用生

产性原材料 消耗品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2〕136 号）、《财政部关于部分

集成电路生产企业进口净化室专用建筑材料等物资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2〕152 号）、《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信息产业部关于线宽小于

0.8 微米（含）集成电路企业进口自用生产性原材料 消耗品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

通知》（财关税〔2004〕45 号）、《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

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集成电路生产企业进口自用生产性原材料消耗品免税

商品清单的通知》（财关税〔2015〕46 号）废止。 

自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既可享受本条上述 4 个文件相关

政策又可享受本通知第一条第（一）、（二）项相关政策的免税进口企业，对同一

张报关单，自主选择适用本条上述 4 个文件相关政策或本通知第一条第（一）、

（二）项相关政策，不得累计享受税收优惠。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2021年 3月 16日 

【行业要闻】 

传中芯国际正努力重新获得芯片订单，聚焦 14nm FinFET 工艺 

3 月初，供应链消息称中芯国际已获得部分美国设备厂商的供应许可，主要

涵盖成熟工艺用半导体设备等。随着美国对中芯国际放松限制，消息人士透露，

该公司正在努力重新获得订单，特别是其 14nm FinFET 工艺订单。 

据悉，中芯国际最近披露了与 ASML 达成价值 12 亿美元订单的交易，该订

单是基于两家公司深紫外光刻（DUV）设备的扩展合同。 

中芯国际月前披露的财报显示，14/28nm 工艺在 2020 年第四季度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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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至 5%，低于上季度的 14.6%。 

在先进制程方面，中芯国际联合 CEO 赵海军曾表示，经过三年的积累，

FinFET 工艺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N+1 已经进入了风险量产，但是在外部因

素的影响下，去年四季度起 FinFET 的产能利用率不足，爬坡需要时间，营收奉

献尚未达到预期水准，折旧又对公司整体的盈利造成了负担。 

投资 636 亿元，力积电 12 英寸晶圆厂动工 

3 月 25 日，芯片代工企业力积电举行中国台湾铜锣 12 英寸晶圆厂动工典礼。

据悉，铜锣新厂总投资达 636 亿元，预计 2023 年开始分期投产，届时月产能将

达到 10 万片。项目完成之后，满负荷年产值将超过 137 亿元。 

据悉，力积电所采取的发展模式为逆摩尔定律模式，是一种晶圆制造与其他

上下游周边行业建立起的利润共享、风险分担的新合作模式，为力积电独创，此

次铜锣 12 英寸晶圆厂也将采取同样的发展模式。 

总投资 320 亿元，惠科长沙 8.6 代面板产线首批样品出货海信 

长沙惠科第 8.6 代超高清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作为湖南省“五个 100”

工程重大产业项目。项目总投资 320 亿元，占地约 1200 亩，总建设面积 77 万平

米，其中主厂房 64 万平米，是近年湖南投资最大的产业项目。 

项目采用国内大尺寸第 8.6 代 IGZO 氧化物半导体背板技术路线，月产能 15 

万片，主要生产 55 吋、65 吋、85 吋 、100 吋 4K、8K 液晶面板及 OLED 面

板等。 

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正式打桩、2020 年 7 月 22 日完成主厂房封顶、

11 月 17 日首台曝光机搬入，并与 2021 年 1 月 23 日成功点亮首片产品。 

交割完成！苏州华星将于二季度起并入公司合并报表 

4 月 1 日，TCL 科技发布公告，宣布已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完成了苏州三星

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和苏州三星显示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割及

三星显示入股 TCL 华星的各项工作，系统交接基本完成，管理已全部接管，各

方面工作已平稳过渡，预计苏州华星技术及苏州华星显示将于 2021 年第二季度

起并入公司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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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1100 吨光刻材料，徐州博康打造光刻胶材料研发制造基地 

近日，据徐州新闻网报道，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为扩大产能和延伸

产业链，新建年产 1100 吨光刻材料及 10000 吨电子级溶剂搬迁技改项目。 

项目现场负责人董中保表示，该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20 亿

元，利税超亿元。 

徐州博康曾先后与中科院微电子所建立了校企联盟，与复旦大学、加拿大

UBC 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建设了光刻材料研发实验室，成功研发出世界最

先进的 193 纳米光刻胶单体并实现规模化生产，成为中国唯一的高端光刻胶单体

材料研发和规模化生产企业。从 2017 年起，徐州博康开始承担国家 863 项目的

国际 02 项目中的《193 纳米光刻胶的开发与产业化》，并于 2019 年正式被国家

确定为光刻胶单体的国标制定单位。 

5G 高频 MPI 材料产业化项目签约江苏昆山 

江苏省昆山市 3 月 14 日举行产业科创中心建设发展大会，规划启动、开工

建设、开园运营了 15 个科创产业园区，首批签约高端人才科创项目 107 个，园

区建设及签约项目总投资达 118 亿元。 

首批签约项目中包括由乌克兰工程院外籍院士杨为佑领衔的 5G 高频 MPI

材料产业化项目，聚焦 5G 关键材料及零部件研发，旨在开发 MPI 材料，以期替

代被美国、日本等国垄断的 LCP（液晶高分子聚合物）材料，解决 5G 基站天线

等领域关键材料的“卡脖子”问题。 

MPI 是对传统 PI 进行配方改进得到的新型 5G 天线材料，在 10-15GHz 高频

信号传输方面，其综合性能接近 LCP，并且 MPI 生产工艺相对简单，产品价格

较为低廉，全球范围内拥有的产能较大，供货稳定性较高。 

但因为 MPI 主要需要通过主链共聚、功能化侧基改眭、引入扭曲和非共平

面结构、共混和复合改性等方法对 PI 改性形成的。由于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及

材料特殊性， 目前涉足于 MPI 膜的厂家有杜邦、达迈、Kaneka、SKC Konlon、

瑞华泰和台虹等。 

突破！湖北兴福电子级硫酸二期项目正式建成投产 



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简报 

7 

 

2 月 27 日，湖北兴福电子级硫酸二期项目正式建成投产。湖北兴福已掌握

高端电子级硫酸核心生产技术，项目的建成投产，标志着湖北兴福在解决芯片制

造用关键电子化学品“卡脖子”技术难题上又取得了新的突破。 

该项目由公司技术团队根据一期生产经验，从产品品质、装置安全、生产工

艺、作业智能化等多方位研究思考，优化生产技术，提档升级关键设备，装置建

成投产后，运行状况良好，根据目前产品检测分析，预计 2021 年 3 月底产品品

质可达到 SEMI-C12 水平，届时湖北兴福高端电子级硫酸年产能将达到 2 万吨。

预计 2021 年底电子级硫酸产能将达到 4 万吨，2022 年底将达到 6 万吨，2023

年底将将进一步增加到 10 万吨。 

面临电子化学品产业巨大发展机遇，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已成为制约行业

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湖北兴福始

终坚持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持续完善创新激励体制，增加技术攻关、新品研

发投入，先后掌握了电子级磷酸、电子级硫酸、电子级蚀刻液系列产品的关键生

产技术，产品得到国内外市场的广泛认可，成功的培育了一支专业素质好、技术

水平高的技术队伍，为公司电子化学品产业持续发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十四五”期间，湖北兴福母公司兴发集团将重点发展电子化学品产业，努

力建设国际一流的电子化学品产业基地。 

厦门海关首批 18.2 吨特种气体氧化亚氮出口美国 

3 月 24 日，厦门海事局联合厦门海关对某公司首批从厦门港出口至美国的

18.2 吨特种气体一氧化二氮特种气体安全运输提出专业指导。根据“在仅装有无

毒性成分且容量不超过 50 毫升的贮器，可按照普通货物进行运输”的规范，指

导企业按要求对气体进行安全包装保障运输等等。该企业表示，以前生产的一氧

化二氮需绕道从上海、深圳等港口出口至国外，现改为从厦门港出发，节约了大

量的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的同时，还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今后还将每月从厦门

港固定出口若干批次。据了解，这家公司氧化亚氮气体今年预计出口年产值将达

到 6000 万元。 

【统计数据】 

8848 亿！2020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运行情况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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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20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为 8848 亿元。

其中，设计业销售额为 3778.4 亿元，同比增长 23.3%；制造业销售额为 2560.1

亿元，同比增长 19.1%；封装测试业销售额 2509.5 亿元，同比增长 6.8%。 

根据海关统计，2020 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 5435 亿块，同比增长 22.1%；进

口金额 350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2020 年中国集成电路出口 2598 亿块，

同比增长 18.8%，出口金额 11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8%。 

【产业分析】 

90%靠进口，汽车芯片国产化难在哪里？ 

智能电动汽车龙头企业蔚来汽车近日宣布：因芯片短缺，公司决定从 3 月

29 日起将合肥江淮汽车工厂的生产暂停５天。   

原本 70多元的汽车芯片有的已涨到 2000多元，但即使愿意出高价、排长队，

也不一定能买到。   

让国内汽车产业因“芯荒”而“心慌”的，不光是眼下全球供应链下的汽车

芯片荒愈演愈烈，还有我国汽车芯片进口比例畸高而潜在的安全隐忧。   

在进口芯片短缺导致车企产能受限的情况下，从车企到模块供应商，再到半

导体厂商都坦言，短期内仍难以用国产汽车芯片进行替代，我国汽车产业链的国

内大循环如何构建亟待求解。   

进口芯一片难求 国产芯门外徘徊    

自去年底以来，车企“芯荒”影响持续蔓延。通用、蔚来等多家国内外车企

对外宣布，因芯片短缺暂时减产。业内人士指出，我国车企所用芯片中，超过

90％需要进口。   

在安徽，一车企高管告诉记者，以该车企采购的汽车芯片为例，其中有 90％

是进口品牌。   

“车载芯片涨价二三十倍的处处可见，两百多倍的都有。”一车企供应链负

责人预判，“‘芯片荒’会持续到今年末还是明年，很难判断。   

一边是排队都买不到的进口芯片，另一边是车厂门口徘徊的国产芯片。   

一位自主品牌车企负责人坦言，“国内可替代厂家少，正在做有些国产芯片

的可替代测试，但效果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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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杰发科技有限公司是知名自主品牌 IC 设计公司。  公司副总经理胡小

立表示，车规级芯片功能安全要经过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即便通过第三方认证，

要想进入供应链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产化替代难在哪里    

“汽车芯片短缺暴露我国汽车制造一大短板，亟待解决，避免未来成为我汽

车业发展‘梗阻’。”安徽省经信厅厅长牛弩韬表示。   

当前国际产业大环境下，补短板任重道远。   

一是半导体产业链的世界性比较强。越是技术难度高、工艺复杂的芯片，越

是倚重进口渠道。   

与消费电子芯片相比，汽车芯片在半导体工业中占比不大，要求高但利润低。

半导体厂商即便愿意为汽车芯片订单而扩产，也要面对投入大、周期长等问题。   

二是汽车芯片需求猛增，技术门槛“水涨船高”。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汽

车工业对芯片需求会越来越大，芯片功能愈发复杂，技术难度越来越高。   

这一背景下，横亘在国产汽车芯片与市场之间的“大山”不容易翻越。国产

汽车芯片如果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很难具备市场竞争力。   

抓住短缺窗口期加快国产芯研发应用    

业内建议，趁汽车芯片短缺窗口期，搭建芯片企业与整车厂产业协同对接平

台，在芯片领域试行“首台套”政策，用“政策保险”加快自主芯片产业化。   

搭建汽车芯片产业协同对接平台，制定国产车载芯片技术路线发展纲要，明

确车载芯片国产化率发展目标，加大芯片产业链建设、重点扶持及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强化产业生态融合。在产业链生态上提供政策鼓励及资金支持，推动芯片

生态与部件生态、整车生态融合发展。   

探索试行国产汽车芯片“首台套”政策，加大对车规级芯片扶持力度，让整

车和零部件企业“愿意用、敢于用、主动用”，降低整车、系统和汽车芯片企业

的应用风险。   

加快完善国内车规级芯片的测试标准和认证体系，避免出现国内厂商推出车

规级芯片但整车厂不敢用问题，并推动这些标准与国际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