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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中芯集成科创板 IPO 过会 

11 月 25 日，国内领先的特色工艺晶圆代工企业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中芯集成）科创板首发过会。 

中芯集成成立于 2018 年，主要从事 MEMS 和功率器件等领域的晶圆代工及

模组封测业务，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系统代工解决方案，其工艺平台涵盖超高压、

车载、先进工业控制和消费类功率器件及模组，以及车载、工业、消费类传感器，

应用领域覆盖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光伏储能、消费电子、5G 通

信、物联网、家用电器等行业。 

招股书显示，以 MEMS 和功率器件为主的特色晶圆代工业务已成为中芯集

成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截至 2021 年 12 月，其现有的一座 8 英寸晶圆代工厂

月产能已达 10 万片。成长性更高的功率器件代工占营收比例稳步提高，2019 年

至 2022 年上半年，其功率器件的代工收入分别为 1.77 亿元、3.94 亿元、14.47

亿元和 12.62 亿元，占比分别为 67.54%、54.30%、72.21%和 81.73%。 

BOE（京东方）拟控股华灿光电 加速 MLED 产业生态布局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拟不超过 21 亿元的自筹资金认购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A 股股票，认购完成后将以 23.08%持

股比例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 

通过此次认购，京东方将实现 MLED 业务生态高效整合，有力夯实 Mini/Micro 

LED 全产业链领先优势。 

鼎龙股份：钨抛光液产品获得国内主流晶圆厂客户订单 

鼎龙股份 7 日晚间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鼎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鼎泽新材料”）抛光液产品市场推广进展顺利，继基于氧化铝磨料的抛

光液进入吨级采购阶段、介电材料抛光液产品持续稳定获得订单之后，公司钨抛

光液产品于近期首次收到某国内主流晶圆厂商的采购订单， 本次采购数量为 2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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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龙股份介绍，该款抛光液对标某海外竞品，能够完全符合该客户使用要求

且部分性能优于海外竞品。该款抛光液用于特殊制程，该制程对多种薄膜的研磨

有选择比要求， 是一款难度极高的钨抛光液。在被海外供应商“卡脖子”且暂

无其他国产替代供应商产品能满足此工艺要求的情况下，公司产品在客户端测试

顺利通过，并获得吨级采购订单。 

鼎龙股份表示，目前，公司其他各制程 CMP 抛光液产品覆盖全国多家客户

进入关键验证阶段，为未来的快速放量奠定基础。产能建设方面，武汉本部工厂

一期年产 5000 吨全自动化抛光液生产线能够满足客户端订单需求。仙桃年产 2 

万吨 CMP 抛光液扩产项目及研磨粒子配套扩产项目等的产能建设正加紧进行

中，力争明年夏季建设完成，为后期持续稳定放量奠定基础。 

电子特气厂商科利德拟 A 股 IPO 

日前，中国证监会披露了海通证券关于大连科利德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 

大连科利德是专业从事高纯电子气体和半导体前驱体研发及产业化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经多年发展，成为国内高纯电子气体和半导体前驱体产业的领军

企业。在制备工艺、通量计算合成、多级吸附纯化、低温连续精馏、洁净罐装、

前沿分析技术等方面先后形成专利技术 70 余项，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 13 项。 

大连科利德是国内首家实现 7N 级超高纯氨、6N 级高纯三氯化硼产业化的

企业，打破了国际垄断。近年来，在新产品开发上，科利德副总经理计燕秋表示：

“公司生产的高纯丙烯、COS（氧硫化碳）、NO（一氧化氮）等都是新品种，也

都用在新的制程上，从 28nm 一直到 14nm、7nm，甚至是 5nm，这个规模在国

内应该也排在前列。” 

华懋科技：徐州博康有 60 多款光刻胶在研 

近日，华懋科技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披露，徐州博康目前有 60 多款 IC

光刻胶处于研发改进阶段，品类覆盖 i 线、KrF、ArF 干法、Arf 湿法光刻胶，其

中部分产品已经实现销售收入，还有部分产品已经通过国内 12 寸主流晶圆厂的

良率验证，进入 STR 与 MSTR 阶段。 



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简报 

4 

 

江化微：拟定增募资不超 6.46 亿元申请获证监会核准批复 

江化微 11 月 10 日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

监许可【2022】2653 号《关于核准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188.01 万股新股，发生转增

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此次发行数量。批复自核准发行

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淄博星恒途松，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淄博市财政

局。因此，本次发行将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统计数据】 

2022 年 10 月中国集成电路进出口情况 

中国海关总署 11 月 7 日发布的货物进出口数据显示， 

2022 年 10 月，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数量达 208.1 亿个，1-10 月集成电路累计

出口数量为 2303.8 亿个，累计同比下降 10.8%。 

2022 年 10 月，中国集成电路进口数量为 410.6 亿个，1-10 月集成电路累计

进口数量为 4580.2 亿个，累计同比下降 13.2%。 

2022 年 10 月，中国集成电路出口金额为 134.08 亿美元，1-10 月集成电路累

计出口金额为 1292.65 亿美元，累计同比增长 6.2%，集成电路出口平均单价为

0.56 美元，上年同期平均单价为 0.47 美元，同比上涨 19.1%。 

2022 年 10 月，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金额达 345.19 亿美元，1-10 月集成电路累

计进口金额为 3511.59 亿美元，累计同比增长 1.3%，集成电路进口平均单价为

0.77 美元，上年同期平均单价为 0.66 美元，同比上涨 16.7%。 

2022 年 10 月，中国集成电路逆差额为 211.12 亿美元，前 10 个月累计逆差

额为 2218.94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4%。（来源：海关总署） 

DSCC：2022 年第三季度 OLED 面板营收同比下降 11% 

调研机构 DSCC 发布的 OLED Shipment Report 显示，OLED 面板收入按年

下降 11%，面板出货量按年下降 17%。 



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简报 

5 

 

2022 年第三季度，智能手机仍然是最大的 OLED 占比应用，占到 68%的

OLED 市场份额和 75%的面板收入份额，但是分别低于 22 年第二季度。OLED

智能手表占 23%的市场份额和 9%的收入份额，分别比 22 年第二季度都高。OLED

电视的单位份额为 1%，收入份额为 9%。 

报告指出，在 2022 年第三季度，按品牌划分的 OLED 智能手机面板采购中，

苹果的份额从 22 年第二季度的 29%增加到 45%，其次是三星占 17%的市场份额，

低于 22 年第二季度的 23%的市占比。在 22 年第三季度，刚性 OLED 智能手机

面板环比下降了 41%，柔性 OLED 智能手机面板则是季度增长 9%，可折叠 OLED

智能手机面板季度增长 103%。（来源：DSCC） 

【财报速递】 

中芯国际发布 2022Q3 财报，季度营收 19.07 亿美元 

2022 年第三季的销售收入为 1,907.0 百万美元，相较于 2022 年第二季的

1,903.2百万美元增长0.2%，相较于2021年第三季的1,415.3百万美元增长34.7%。 

2022 年第三季毛利为 742.2 百万美元，相比 2022 年第二季为 750.5 百万美

元，相较于 2021 年第三季的 467.9 百万美元增长 58.6%。 

中芯国际管理层评论说：“三季度销售收入为 19.07 亿美元，出货量略有下

降，但平均销售单价因产品组合优化小幅上升，收入和上季度持平。由于外部需

求下行，内部部分工厂进行了岁修，同时折合八英寸月产能环比增长了 3.2万片，

产能利用率为 92.1%，较上季度下降了五个百分点。综合上面各个因素，三季度

毛利率为 38.9%，环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 

四季度，受手机、消费领域需求疲弱，叠加部分客户需要缓冲时间解读美国

出口管制新规而带来的影响，销售收入预计环比下降 13%到 15%，毛利率在 30%

到 32%之间。根据前三季度业绩和四季度指引中值，公司全年收入预计在 73 亿

美元左右，同比增长约 34%，毛利率预计在 38%左右。全年资本支出计划从 50

亿美元上调为 66 亿美元。 

关于近期美国更新修订的出口管制规则，根据初步解读，该新规对公司的生

产运营有不利影响，公司与供应商保持密切沟通，对新规中一些概念的厘清以及

对公司的影响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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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当前宏观经济的走势和去库存的节奏，我们还未看到行业有复苏的迹象，

由于这一次周期叠加多重复杂的外部因素，调整持续时间可能更长。 

华虹半导体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业绩公布 

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核），销售收入再创历史新高，

达 6.299 亿美元，同比上升 39.5%，环比上升 1.5%。 

二零二二年第四季度预计销售收入约 6.30亿美元左右，预计毛利率约在 35%

到 37%之间。 

【产业分析】 

2023 年韩国面板厂 LCD 电视面板供应分析：较上一年将减少

1400 万片 

在液晶电视面板 Open Cell 制造方面的激烈竞争和液晶电视面板制造利润

率的恶化不断促使韩国面板厂商转变战略。 

三星显示于 2021 年出售了其位于中国苏州的 8.5 代液晶电视面板产线，并

于 2022 年完全停止了其国内液晶电视面板生产。这意味着除了 2022 年的一些

面板库存，三星显示在 2023 年将不再新出货液晶电视面板。目前，该公司在 2022

年的出货量为 430 万片，但主要销往其关联公司三星电子（Samsung VD）。液晶

电视 Open Cell 的价格暴跌导致乐金显示的财务业绩在 2022 年第三季度恶化，

乐金显示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重组液晶电视面板产能，包括将更多韩国国内和

中国大陆的产能转移到生产 IT 面板。 

尽管乐金显示预计 2022 年的出货量将达到 1800 万片，但除了在韩国和中国

大陆进一步推进液晶电视产能重组计划外，该公司还将把 2023 年的业务目标从

此前计划的 1200 万片下调至仅为 700 万片。乐金显示是其关联电视厂商乐金电

子（LGE）的主要液晶电视面板 Open Cell 供应商。因此，三星电子此前计划向

乐金显示购买更多液晶电视面板以平衡不同供应商之间的采购，并防止过度依赖

中国大陆面板厂商，但该计划可能会受到此次乐金显示计划变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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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金显示表示，由于严重的供过于求问题，液晶电视面板 Open Cell 价格已

低于面板制造的现金成本，因此正在努力重组及关停更多的液晶电视面板产能以

改善亏损状况。由于面板价格方面的这些挑战，预计未来几个季度液晶电视面板

生产将不会盈利。与此同时，乐金显示打算将更多资源转向 OLED 面板生产，

包括其电视、手机和新的 OLED IT 业务。 

考虑到其 2022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业绩公告，Omdia 预计乐金显示将加快其

液晶电视面板产能重组及关停计划。总体而言，我们预计乐金显示将进一步将其

2023 年 1200 万片液晶电视面板的出货目标下调至仅 700 万片。具体预测如下： 

P7 厂 - 位于韩国坡州的 7.5 代 TFT 液晶面板产线 

原计划 

该产线主要生产 43 、50 和 86 英寸液晶电视面板。尽管其总设计产能为

每月 12 万片玻璃基板，但乐金显示已将其玻璃基板投入产能降低到每月 10 万

片或更少。P7 产线可能会在 2023 年第 1 季度逐步终止其 TFT 液晶面板产品生

产，以准备进行设备改造转换为用氧化物为背板的 WOLED 面板生产。 

预测计划变化 

P8 产线 - 位于韩国坡州的第 8.5 代 TFT 液晶面板产线 

原计划 

乐金显示尚无重组其 P8 产线的计划。相反，乐金显示计划进一步优化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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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组合。目前，P8 产线主要生产桌上型显示器面板（21.5、23.8、27 和 32 英

寸）和液晶电视面板（55、65、86 和 98 英寸）。乐金显示可能会继续侧重于 IT、

公共显示屏面板和工业用途面板生产，同时在 2023 年逐步减少液晶电视面板的

产量。 

预测计划改变 

乐金显示可能会在 2023 年将基板投入产能每月减少 10 万片，从而逐步停止

液晶电视面板产品的生产。由于广州液晶面板产线将生产更多的桌上型液晶显示

器面板，因此这部分基板产能将被关停而不是转移到桌上型液晶显示器面板的生

产上。 

GP1 产线和 GP2 产线 - 位于中国广州的 8.5 代 TFT 液晶面板产线 

原计划 

GP1 和 GP2 产线是乐金显示在中国大陆的主要液晶面板产能投资。目前，

乐金显示在这里主要生产 55、65 和 75 英寸的液晶电视面板，其中小部分产能

用于生产 IT 面板，例如 23.8 和 27 英寸的桌上型显示器面板。从长远来看，

IT 面板的产能分配将增加到约 50%，而液晶电视面板的产能分配将减少。 

预测计划变化 

在时间表来看，从液晶电视到 IT 面板的产能转移计划保持不变，特别是桌

上型显示器面板。这一产能转移最初计划在 2023 年进行，但可能会在 2023 上半

年或更早时候进行。 

其他考量 

如果这些预期的计划按时进行，乐金显示的韩国产线从 2023 年起将不再供

应液晶电视面板，而只有其广州产线会供应。从 2023 下半年开始，这些产线分

配的液晶电视面板产能将仅为每月 10 万片基板。产品组合也将发生动态变化。

随着 P7 产线的重组关停，43 和 50 英寸面板的供应将被逐步停止，而随着 P8

产线产能的重组，55、65、86 和 98 英寸面板的供应将大幅减少。同时，广州

产线将主要生产 55、65 和 75 英寸面板。 

根据我们在显示面板动态 - 2022 年 9 月所作的分析：显示面板厂商的目标

是在 2023 年出货 2.543 亿片液晶电视面板，比 2022 年仅增加 1%，液晶电视面

板厂商计划在2023年出货2.543亿片，其中包括乐金显示预期出货的1200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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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乐金显示可能会将其 2023 年的目标下调至 700 万片，这将使 2023 年液晶电视

面板出货量预计降至 2.493 亿片。 

乐金显示积极执行的产能重组及关停计划，可能不仅是影响 2023 年液晶电

视面板供需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中国大陆面板厂商进一步主导供应产能的关键指

标。（来源：Om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