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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派瑞特气科创板 IPO 募资 16 亿元
近日，电子特气厂商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派
瑞特气”）科创板 IPO 获上交所受理，由中信建投保荐。
公司主要从事电子特种气体及三氟甲磺酸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
品主要应用于集成电路和显示面板领域，国内市占率达 18.51%，已进入全球电
子特种气体十强。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派瑞特气三氟化氮年产能已达 9,250 吨，产能利用
率达到 89.24%；三氟甲磺酸产能达到 660 吨，产能利用率达到 68.87%，产销率
突破 100%，均已实现高纯度量产。
此次 IPO，派瑞特气拟募资 16 亿元，分别用于年产 3250 吨三氟化氮项目、
年产 500 吨双（三氟甲磺酰）亚胺锂项目、年产 735 吨高纯电子气体项目、年产
1500 吨高纯氯化氢扩建项目、制造信息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润玛股份 IPO 被受理 拟于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6 月 21 日，深交所官网披露了江阴润玛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
玛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公司 IPO 材料被正式
受理。
据悉，润玛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2,10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拟于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保荐机构为申万宏源证券。
润玛股份是国内知名的湿电子化学品专业生产商，主要面向大规模集成电路
和高世代显示面板领域客户，提供以高性能蚀刻液、光刻胶相关材料为核心的湿
电子化学品。公司产品被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晶圆制造及芯片封装、显示面板制
造中的清洗、光刻、显影、蚀刻等工艺环节。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过会
2022 年 6 月 29 日上交所披露：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 2022 年
第 55 次审议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上午召开，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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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诚志股份液晶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签约青岛西海岸
6 月 23 日， 2022 青岛国际显示大会暨第四届全球显示产业行业趋势发布会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幕，同时举行了青岛西海岸显示产业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共
涉及 11 个项目，由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液晶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涵盖其中。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项目建设液晶新材料生产基地，主要生产液
晶用单晶多晶材料，达产后年产值约 35 亿元，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端液晶材料单体项目。

浙江省高端化学品技术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6 月 16 日上午，浙江省高端化学品技术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建
设由衢州市政府统筹推进，以巨化集团和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为核心共建单位，
中巨芯、衢州学院、北京化工大学等企业和院校参与。
建设省高端化学品技术创新中心，是浙江省补齐科技创新短板的战略举措。
浙江省高端化学品技术创新中心于今年 1 月获批建设，旨在构建从基础研究到工
程化和应用的技术创新体系，大规模引育我省乃至我国高端化学品产业急需的高
端人才，攻克高端化学品“卡脖子”技术，基本实现国产化替代，保障供应链自
主可控。
作为共建单位之一的巨化集团，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博采众长、融合提炼、
自成一家”的创新理念，积极融入浙江省三大科创高地建设，加快传统产业向信
息产业、生命健康、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转型，在电子化学品、特种聚合物、
专用化学品等领域创新资源丰富、研究基础雄厚、实验设施完善、产学研合作紧
密、产业实力强大，“卡脖子”技术攻关经验丰富，为我国众多领域关键化工新
材料国产替代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经：20 个新晶圆厂扩张 中国台湾芯片投资高涨
中国台湾芯片制造商发起了一场规模约 1,200 亿美元的空前投资热潮，20
个新的晶圆厂已经准备就绪或正在筹建中，这让美国和日本的计划投资相形见绌。
据日经亚洲 14 日报道，台积电刚刚在中国台湾南部建成了四座新晶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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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在那里建造另外四座晶圆厂，生产尖端的 3nm 级产品，每个晶圆厂都将
耗资约 100 亿美元。
台积电以外，日经研究显示，从中国台湾北部的新北市到南部的高雄，全岛
至少有 20 家新工厂正在建设或最近完工。（来源：日经亚洲）

面板厂第三季度扩大减产
电视龙头品牌三星下修今年出货目标，面板采购缩减千万片，冲击面板需求。
6 月份电视面板已经普遍来到现金成本，第三季又旺季不旺，面板厂将扩大减产，
Omdia 指出，6 月全球面板平均产能利用率下探 80％，第三季将降至 75％以下，
恐创 2008 年金融风暴以来的低点。（来源：Omdia）

【统计数据】
国家统计局：5 月集成电路产量为 275 亿块，同比下降 10.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0.7%（以下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从环比看，5 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5.61%。1~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3.3%。
其中，集成电路 2022 年 5 月产量 275 亿块，同比下降 10.4%；1-5 月累
计产量 1349 亿块，同比下降 6.2%。（来源：国家统计局）

机构：5 月国内 LCD 面板产线稼动率下滑至 84.9%，6 月将创新低
市场调研机构 CINNO Research 月度面板厂投产调研数据显示，2022 年 5 月，
国内液晶面板厂平均稼动率为 84.9%，相比 4 月下滑 3.5 个百分点。其中，低世
代线（G4.5~G6）平均稼动率为 76.4%，相比 4 月下滑 2.5 个百分点；高世代线
（G8~G11）平均稼动率为 85.9%，相比 4 月下滑 3.5 个百分点，其中 G10.5/11
高世代线平均稼动率仍接近 90%。预估 6 月国内 TFT-LCD 面板产线稼动率将进
一步环比下滑约 8 个百分点，即稼动率均值在 76%左右，将创 2020 年疫情以来
的新低，而投产面积相比 5 月将有超过 10%的降幅。
由于终端市场需求疲软，显示面板供过于求，各应用别面板价格持续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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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厂迫于跌价与库存压力需调整产线稼动率来应对市场变化。 5 月国内
TFT-LCD 面板产线稼动率下滑至 85%以下，但从投产面积来看，5 月相比 4 月仅
有 1%的下滑。
5 月国内 AMOLED 面板厂平均稼动率为 41.4%，相比 4 月回升 3.4 个百分
点，其中 G6 AMOLED 产线平均稼动率为 38.9%。（来源：CINNO）

【财报速递】
台积电 5 月份营收 1857.05 亿元新台币年增达 65.3%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10 日公布 2022 年 5 月份营收，金额为新台币 1857.05
亿元新台币，较 4 月份增加 7.6%，较 2021 年同期增加 65.3%，续创单月历史新
高纪录。累计，前 5 个月营收 8493.43 亿元新台币，也较 2021 年同期增加 44.9%，
同样创下同期新高纪录。

群创光电 5 月合并营收 180.05 亿元 同比减少 42.6%
面板大厂群创光电 6 月 9 日公布经营数据，今年 5 月合并营收 180.05 亿元，
环比减少 12.6%，同比减少 42.6%。
群创光电 2022 年 5 月大尺寸合并出货量共计 1,058 万片，环比减少 0.9%；
中小尺寸合并出货量共计 2734 万片，环比增加 3.0%。

【产业分析】
2022 年下半年手机出货量预期不容乐观，明年或有转机
受黑天鹅事件等众多因素影响，全球经济正处于下行周期，消费者信心也因
此遭受严重打击。非生活必要类消费以可见速度减少，比如 PC、手机、穿戴设
备等等。Gartner 预测，2022 年全球 PC 出货量将下降 9.5%，全球手机出货量
将下降 7.1%，全球总设备(电脑、平板和手机)出货量将下降 7.6%。其中，大中
华区智能手机出货量将下降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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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Gartner 认为，2022 年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 PC 市场预计有
14% 的下降。其中，2022 年企业对 PC 的需求预计将同比下降 7.2%，而个人
消费者对 PC 的需求下降更为明显，将下降 13.1%。 2022 年，全球 5G 手机的
出货量预计将达到 7.1 亿部，相比 2021 年增长了 29%。Gartner 表示这一数据
与年初预测的 47% 增长率有明显下降，二者有 9500 万台的差值。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两年大中华区一直引领着 5G 手机市场，其中 2021 年
该地区 5G 手机出货量增量了 65%。而 2022 年大中华区所受到的冲击最为巨大，
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下降 18.3%。 实际上，国内用户也确实换不动新机。据
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国内用户换机周期从 2019 年初时的 24.3 个月，增加到
了现在的 31 个月，几乎 3 年才换一部新机。不过，市场对 2023 年仍是充满信息，
认为全球对 5G 手机的需求将会快速回升。
对于绝大多数用户而言，只要存储够用然后换换电池，手机用个 3 年完全没
什么问题。现在用户换不动手机主因是口袋收紧消费收缩，其次是没有什么工作
或娱乐(包括游戏)场景能激起用户兴趣。除非手头宽裕，不然能不换就不换。不
过，对于 2023 年手机市场表现，笔者认为将会有所好转。从 5G 手机亮相至今
差不多 3 年，按照当下的换机节奏，现存的 4G 手机用户将迎来一波换机潮，届
时将让 5G 手机出货量有所提升。（来源：天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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