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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活动】
2021 中国电子材料产业技术发展大会在广州黄埔召开
9 月 24 日，在广州市人民政府指导下，由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工业和
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共同主办，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广州市黄埔区人民
政府支持的“2021 中国电子材料产业技术发展大会”在广州市黄埔区召开。工
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杨旭东、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蔡辉、中国工
程院院士周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理事长潘
林主持。

杨旭东副司长在致辞中指出，电子材料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石，是支撑半导
体、光电显示、太阳能光伏、电子器件等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快发展电子材
料产业对保障信息技术产业健康发展和信息安全、国防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工
信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长期以来高度重视电子材料的发展。通过长期的努力，
近年来，我国电子材料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2020
年国内电子材料行业全年产值 7360 亿元，技术实力进一步提升，一批关键材料
在全球占据了主导地位，半导体材料、显示材料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一批骨干
企业脱颖而出。但整体而言，我国电子材料行业仍然面临高端产品较弱、企业规
模较小、创新投入少等问题，产业发展落后于我国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产业。
杨旭东副司长表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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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代产业体系，要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基本稳定，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工信部电子
司将深入落实中央精神，重点开展以下工作，推动我国电子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强电子信息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强化顶层设计，明确产业发展的方向和
重点，坚定不移地推动电子材料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二是深入梳理电子材
料产业体系，指导电子材料产业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共同编制电子材料行业十四五
发展重点及产业路线图；三是针对重点领域加大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引
导产业转型升级，会同有关部门从财税、金融等方面加强对电子材料支持力度，
鼓励上下游企业合作，抓住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信息技术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稳定；四是要继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支持产业链各个环节和有关国家地区的企
业、科研机构开展全方位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蔡辉副秘书长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广州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今年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13000 多亿元。发展新材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建设制造强国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广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先
进制造业，系统谋划集体推进，先后出台了《广州市先进制造业强市三年行动计
划（2019-2021）》。新材料产业的首批政策文件大力引进国家科研、检测、标准
等权威机构以及新材料研发团队、重点企业科研成果，加快建设一批具有规模和
区域影响力的新材料产业基地，2020 年全市新材料产业规模超 5400 亿元，同比
增长 3.4%，规上企业超过 1000 家，超亿元企业 300 余家，形成了以龙头企业为
引领，各类规模优秀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蔡辉表
示，广州市将继续优化新材料产业发展的环境，强化产业链上下游的招商，推进
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推进行业示范应用，以更灵活有利的政策举措，促进电子
材料产业链的创新发展，将广州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材料产业高地。
周济院士在致辞中指出，电子信息技术从来没有向今天这样决定了国家和民
族的生死存亡，电子材料产业链的安全和重整迫在眉睫，希望电子材料业全行业
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勇于创新，共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大会演讲环节，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沈保根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刘云圻院士，大连理工大学彭孝军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冯
志红首席科学家、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孙鹏常务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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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李海明副总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安晖
副总工程师、国家新材料领域专家委徐坚专家、中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贾忠中首
席工艺专家、烯湾科城（广州）新材料有限公司章胜华总经理等业内知名院士、
专家对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电子封装等产业链
需求引领电子材料发展等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大会期间还进行了第四届（2021 年）中国电子材料行业综合排序前 50 企业
及半导体材料等八个专业前十企业榜单发布与授牌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
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孝军、中国科学院院士沈保根、工信部电子科技委副主任、中
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专家肖华以及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理事长潘林等领导专家
为企业代表颁奖。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成立 30 周年庆典活动也在大会期间举行。中国电子
材料行业协会原秘书长、高级顾问袁桐，中电材协电子锡焊料分会终身名誉理事
长孟广寿，中电材协覆铜板材料分会名誉秘书长刘天成等协会老领导在庆典活动
上做了讲话。
本次大会为期两天，以“赋能新发展 共创新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及
开幕演讲、主论坛、7 场分论坛、电子新材料新技术展、需求对接以及参观考察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9 月 25 号举行的七场分论坛分别是：（1）宽禁带半导
体与 IC 制造材料论坛、
（2）先进封接材料与技术论坛、
（3）5G 应用及智能终端
材料论坛、
（4）2021·新型显示材料、技术和装备高峰论坛、
（5）2021·新能源
材料发展论坛、
（6）粤港澳大湾区电子材料产业发展论坛、
（7）电子材料产业投
融资论坛。
电子新材料新技术展，为电子材料产业链打造了优秀的宣传和展示平台。吸
引了中环领先、协鑫集团、有研研究院、新莱集团、广州汉源、迈奇化学、内蒙
古欧晶、卡尔蔡司等逾 30 家企业参展，覆盖电子材料、设备仪器、检测等环节，
展示了新成果、新技术、新产品。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主管领导，广州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黄埔
区区政府有关部门领导；有关部属单位、科研院所，国内外行业学协会领导、专
家学者；国内外产业链主导企业领导和代表；本次大会的主办单位相关领导；以
及新闻媒体参加了本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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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中芯国际在临港新建 12 寸生产线 计划投资约 88.7 亿美元
9 月 3 日午间，中芯国际公告称，于 2021 年 9 月 2 日和中国(上海) 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签署合
作框架协议。
根据合作框架协议，中芯国际将和临港新片区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将规划建
设产能为 10 万片/月的 12 英寸晶圆代工生产线项目，聚焦于提供 28 纳米及以上
技术节点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与技术服务。
从去年开始，半导体产能一直供不应求，特别是成熟制程。受益于量价齐升，
中芯国际第二季销售收入为 13.44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3.2%；毛利为 4.05
亿美元，同比提高 62.9%，毛利率为 30.1%，较上季度和去年二季度有明显提升。

台积电将再建六个晶圆厂，重点扩产 7nm
在全球缺芯潮的大背景下，作为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巨头，台积电无论是主
动或是受邀，在本土或是海外，扩产势在必行。近期，有媒体报道称，台积电持
续扩大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投资，下一个重大投资案将落地高雄。此次台积电在高
雄建厂的规划中，初步规划为六个厂，主要作为 7nm 制程的生产基地，而非先
前所传的 2nm 或 3nm 工艺制成的扩建。
近年来，台积电以极罕见的扩张行动展开全球布局，除了已经确定的位于美
国的 5nm 新厂和中国的南京厂 28nm 扩产计划以外，台积电也在积极规划位于日
本的 28nm 新厂和德国的 12nm 新厂。
据了解，台积电内部规划，到 2030 年，全年营收计划达 1000 亿美元。以台
积电去年营收总额 455.1 亿美元计算，意味着在这 10 年间，台积电要挑战营收
翻倍。与此同时，台积电在中国台湾地区将启动多项扩建计划，计划要兴建近
18 座新厂，这也意味着，未来十年，台积电将以每年完成 2~3 个新厂的速度前
进。

预计投资 80 亿~100 亿扩产 广州超视堺 10.5 代厂朝月产能 15 万片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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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电视面板报价创史上最大跌幅，业界 10.5 代厂扩产计划却未因此缩手。
夏普旗下广州超视堺 10.5 代厂维持既定扩产脚步，估计将大手笔投资人民币 80
亿元至 100 亿元，朝月产能 15 万片迈进，扩产幅度高达 66%，产能增幅是业界
10.5 代厂中最大。

超视堺持续扩产，加上京东方、华星光等也未传出终止 10.5 代厂扩建，短
期内业界等于将新增一座月产 10 万片以上 10.5 代厂产能。由于 10.5 代线的玻璃
面积相当于 8.5 代线的两倍，新增产能相当惊人，主要用于 43 吋、65 吋及 75
吋等大尺寸应用，在面板报价崩跌当下，不利报价止跌反弹。

“国家队”再出手，5.2 亿元入场电子特种气体项目
北京产权交易所 9 月 28 日公示了中船重工（邯郸）派瑞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成交结果。最终确认的 5 名投资方投资金额逾 5.2 亿元，持股比例 10%，
包括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
金有限公司、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和青岛聚源金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开资料显示，中船重工（邯郸）派瑞特种气体有限公司十四五规划在西南、
华南、华中等地建设 3~4 个电子气体分厂。计划通过混改和上市，用 5~15 年时
间，将派瑞特气公司打造成具有国际一流竞争力的电子气体服务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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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约 6 亿元 容大感光拟在珠海建设感光干膜、光刻胶等项目
9 月 27 日，深圳市容大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大感光）发
布关于公司与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投资协议书》暨对外投
资的公告。
为扩大公司自有产能以及扩展公司规模，提升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提升公
司核心竞争力，容大感光与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在珠海投资建设感光干膜、平板显示光刻胶、半导体光刻胶等项目。
公告披露，容大感光与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
书》，项目主要作为建设感光干膜、平板显示光刻胶、半导体光刻胶等项目。项
目总投资约 6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 4.4 亿元。本次投资公司拟以募投资金
及自有资金出资。

联仕（湖北）新材料高纯度电子化学品纯化及分装项目开工
9 月 8 日上午，湖北荆州市 2021 年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
荆州开发区消息显示，此次集中开工的 44 个项目总投资 153.3 亿元，其中
包括了联仕(湖北)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的 53 万吨/年高纯度电子化学品纯化及分
装项目。
据悉，联仕（湖北）新材料有限公司高纯度电子化学品纯化及分装项目位于
洪塘路以东、盐卡港路以南。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一期占地 146 亩，建设高纯
试剂生产、混配、分装生产线，以及车间、仓库、罐区、公用配套等设施。项目
一期达产后可年产 20 万吨高纯度电子化学品，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3
亿元、税收逾 3500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5 月，湖北荆州开发区举行联仕新材料（湖北）电子化
学品产业园开工仪式。

总投资 4 亿元 奥克集团无色透明聚酰亚胺材料项目一期投产
9 月 25 日，国内首套工艺，奥克集团年产 1000 吨耐高温无色透明聚酰亚胺
材料全产业链建设项目一期投产暨二期膜项目启动仪式在辽阳举行。
该项目总投资 4 亿元，一期建成投产年产 300 吨二胺及 60 吨二酐聚酰亚胺
单体、1500 吨(PI)浆料生产线。二期项目将建设年产 100 万平无色透明聚酰亚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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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薄膜生产线。两期全面建成投产后，年产值销售将超过 10 亿元。该项目的
建成与投产，将填补我国高端聚酰亚胺和耐高温无色透明聚酰亚胺材料生产领域
的空白，有效解决我国高端聚酰亚胺和耐高温无色透明聚酰亚胺膜材料的“卡脖
子”问题，有效满足我国新基建 5G 和智能科技领域的相关需求。
据悉，两年前，奥克控股集团股份公司与辽宁科技大学合作的《年产 1000
吨耐高温无色透明聚酰亚胺材料全产业链项目》正式落户辽阳芳烃及化纤原料基
地，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从单体到耐高温无色透明聚酰亚胺（CPI）薄膜、
功能性复合膜全产业链技术，建设从单体原料到 CPI 薄膜的全产业链生产线。项
目产品作为光学薄膜基材，主要应用于柔性显示器、柔性有机光伏电池、柔性终
端触控模组、柔性光学传感器件等光电子产品制作领域。该项目的建成与投产，
将填补国内在高端聚酰亚胺和宽幅 CPI 薄膜生产领域的空白。

【统计数据】
第二季全球前十大封测业者营收增 26.4%
TrendForce 集邦咨询指出，随着此波半导体缺货持续，与上游晶圆代工及
IDM 厂等产能逐步增加，全球封测业者亦相继提高资本支出水位并扩建厂房与
设备，以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然全球受到 Delta 变种病毒肆虐，加上封测重镇
的东南亚仍处于疫情紧张的状态，故对于下半年封测产业仍存在不确定性。
第二季封测龙头日月光（ASE）及安靠（Amkor）营收分别为 18.6 与 14.1
亿美元，年增 35.1%及 19.9%。两者同样受惠于 5G 手机、笔电、车用及网通芯
片需求持续畅旺，加上日月光因支援京元电受疫情影响而导致测试产能降载，推
升日月光营收攀升；而安靠也受惠于苹果及非苹手机品牌推出 5G 新机、车用及
HPC 芯片等产品需求助力，带动第二季营收上升，位居第二名。
矽品（SPIL）由于华为手机订单减少的缺口仍大，加上其他手机品牌厂产能
尚无法完全填补，营收仅年增 2.3%，达 9.3 亿美元；京元电（KYEC）因疫情影
响导致部分测试产能降载，第二季营收仅达 2.7 亿美元，年增 6.8%；力成（PTI）
则逐步走出先前日本及新加坡子公司关闭阴霾，营收 7.4 亿美元，年增 14.3%。
江苏长电（JCET）及天水华天（Hua Tian），为应对国内 5G 通讯及基站、
消费性电子及车用等终端需求加大产线供给，推升两家业者第二季营收分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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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与 4.7 亿美元，年增率 25%、64.7%。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受上述终端需求
带动，通富微电以 68.3%的年增率作为第二季前十大业者中成长最多的企业，营
收达 5.9 亿美元。主因是通富微电为 AMD 处理器芯片主要封测代工厂，在 AMD
拿下 Intel 部分市占的情况下，该企业营收因此受惠。
面板驱动 IC 芯片封测大厂颀邦（Chipbond）与南茂（ChipMOS），受惠于东
奥及欧洲国家杯等大型赛事加持，在面板需求大幅提升的助力下，刺激 TDDI 及
DDI 等驱动 IC 芯片封装需求提升；而南茂又因封装材料紧缺，进一步拉抬存储
器产品售价而使营收与毛利大增，推升上述两家业者营收皆达 2.5 亿美元，年增
率分别为 38.4%及 49.6%。

8 月国内面板产线稼动率: TFT-LCD 94.6%，AMOLED 53.2%
2021 年 8 月，国内 LCD 液晶面板厂平均稼动率为 94.6%。其中，低世代线
（G4.5~G6）平均稼动率为 91.8%，高世代线（G8~G11）平均稼动率为 95%，相
比 7 月微降 0.4 个百分点。总体而言，8 月国内 LCD 产线稼动率未出现明显波动，
预计 9 月稼动率调整幅度会大于 8 月。
手机面板一季度提前拉高的库存水位未完全消解，叠加上游零部件缺货影响，
终端开始控制面板库存，AMOLED 面板价格受芯片缺货影响将继续保持高位横
盘。国内 AMOLED 面板厂 8 月总稼动率为 53.2%，以 G6 代线平均稼动率来看，
8 月相比 7 月微增 1.1 个百分点，OLED 面板产线稼动率仍未明显提高。
京东方 BOE ：8 月 TFT-LCD 产线总体平均稼动率继续维持在 93%左右，合
肥 B9 和武汉 B17 G10.5 代线投产相比 7 月略有增加，而南京 B18 和成都 B19 投
产则减少 6-10 个百分点，其他 LCD 产线投产数量变化不大；AMOLED 产线稼
动率 58%左右，较 7 月增加约 8 个百分点，绵阳和成都两条 AMOLED 产线投
产较 7 月都有增加；
TCL 华星：8 月 TFT-LCD 整体稼动率仍旧高达 96%，总投产面积与 7 月相
当。华星 t7 G10.5 代线 8 月投产已超过 5 万张大板，9 月有机会爬满 6 万张产能；
华星 G8.5 代线 8 月投产数量则略有下调，大尺寸产品投产数量占比增加；华星
AMOLED t4 产线 8 月稼动率相比 7 月增加 2 个百分点，整体稼动率仍处于业内
领先水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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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科 HKC：8 月 4 条 TFT- LCD 产线平均稼动率同样与 7 月相当，维持在
98%左右。HKC 绵阳厂和长沙厂产线产能爬坡速度已在控制中，投产数量相比 7
月变化不大，但产品结构在积极调整，手机、笔记本、车载等中小尺寸产品和
65”以上大尺寸 TV 产品都在布局中。

【产业分析】
中国晶圆制造产线的最新进展
芯思想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内地晶圆制造线白皮书》相关数据表明，
截止 2021 年第二季度，中国内地 12 英寸、8 英寸和 6 英寸及以下的晶圆制
造线共有 200 条（不含纯 MEMS 生产线、化合物半导体生产线和光电子生
产线）。
截止 2021 年第二季度，已经投产的 12 英寸晶圆制造线有 27 条，合计
装机月产能约 118 万片（其中外资公司装机月产能超过 50 万片）；已经投
产的 8 英寸晶圆制造线投有 28 条，合计装机月产能约 120 万片；已经投产
的 6 英寸及以下晶圆制造线装机产能约 400 万片约当 6 英寸产能。
截止 2021 年第二季度末在建未完工、开工建设或签约的 12 英寸晶圆
制造线（包含中试线）有 29 条，相关投资金额高达 6000 亿元，规划月产
能达 132 万片；而在建未完工、开工建设或签约的 8 英寸晶圆制造线只有
10 条，规划月产能只有 27 万片。
中国内地 12 英寸装机产能分布
12 英寸装机产能分布按产品类型来看，最大的是来自存储器芯片，装机月
产能 75 万片（其中外资公司装机月产能为 48 万片）；第二是逻辑产品，装机月
产能 25 万片；第三是模拟功率器件产品，装机月产能 15 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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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内地建设 12 英寸晶圆制造生产线城市的有 19 个，12 英寸装机
产能分布按城市排名：无锡、西安、武汉、北京、合肥位居前五位；第六位到第
十位依次是大连、上海、厦门、广州、南京。其中西安、大连和南京全部是外资
公司的装机产能！
中国内地 8 英寸装机产能分布
8 英寸装机产能分布按产品类型来看，模拟功率器件产品最大，装机月产能
高达约 90 万片。
8 英寸装机产能分布按城市排名：上海、无锡、天津、苏州、成都位居前五
位；第六位到第十位依次是杭州、绍兴、重庆、深圳、北京。其中苏州和成都都
是外资公司的装机产能！
中国内地晶圆制造公司产能排名
公司装机产能排名不计算存储器公司产能。
排名前四的分别是：
中芯国际所属公司装机月产能合计约 56 万片 8 英寸约当晶圆；
华虹集团所属公司装机月产能合计约 42 万片约当 8 英寸晶圆；
华润微所属公司装机月产能合计约 24 万片约当 8 英寸晶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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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兰微所属公司装机月产能合计约 23 万片约当 8

12

英寸晶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