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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总投资 220 亿！润鹏半导体 12 英寸晶圆线正式启动 

据上海振南工程监理消息，2023 年 2 月 10 日，润鹏半导体 12 吋集成电路

生产线项目正式启动，各参建单位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该项目预计 2024 年

年底实现通线投产。 

据此前报道，该项目一期总投资 220 亿元，聚焦 40 纳米以上模拟特色工艺。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48 万片 12 英寸功率芯片的生产能力，产品主要应用于汽

车电子、新能源、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该项目的建成将发挥华润微全产

业链商业模式优势，贴近和带动产业上下游的配合和衔接，形成集聚效应。 

总投资 35 亿元，奥松半导体 8 英寸 MEMS 特色芯片项目落户重庆 

近日，奥松半导体 8 英寸 MEMS 特色芯片 IDM 产业基地项目落户西部（重

庆）科学城。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包含 8 英寸 CMOS+MEMS 特色传感器芯片

量产线、8 英寸 MEMS 特色晶圆快速研发线、西部成渝双城经济圈智能传感器

创新研发中心、车规级传感器可靠性检测中心、产学研科研中心及奥松半导体研

发办公大楼等建设项目，技术能力覆盖 CMOS+MEMS 特色工艺，可实现各类

MEMS 传感器产品的研发和批量生产。 

南京京东方 8.5 代项目月均投片 5.5 万 月省约亿元费用 

据南京日报报道，京东方收购南京中电熊猫 8.5 代线后，目前，该生产线月

均投入玻璃基板达 5.5 万片，平均每个月节省约亿元费用，且接手第一年能耗就

同比下降了 4.7%。 

过去，8.5 代线常被用于生产 55 英寸、65 英寸等大尺寸面板，它切割 3 片

65 英寸类似电视的屏，玻璃利用率只有 60%左右，而切割 18 片 32 英寸显示器

的屏，玻璃利用率则高达 96%。于是，京东方接手后便将 8.5 代线更多地用于生

产笔记本、显示器等中小尺寸领域，大大提高了对玻璃面板的利用率，减少了对

生产材料的浪费，同时也提高了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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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亿光刻胶项目启动 

2 月 14 日，上海新阳公告称，公司拟与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上海化学

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意向协议》，变更全资子公司上海芯刻微材料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于上海化学工业区，并启动位于上海化学工业区的项目建设。 

项目主要开发集成电路关键工艺材料，总投资额约 5.8 亿元，占地约 104 亩。

预计年产 500 吨 I 线、KrF、ArF 干/湿法光刻胶；年产 10000 吨光刻胶稀释剂；

年产 5000 吨高选择比氮化钛刻蚀液系列产品；年产 15000 吨干法蚀刻清洗液系

列产品。 

项目拟于 2023年取得施工许可证，2025年底前竣工，2026年 6月底前投产。 

天津新宙邦半导体化学品及锂电池项目正式通电，即将试生产 

近日，位于天津经开区南港工业区的天津新宙邦半导体化学品及锂电池项目

传来新进展。 

天津经开区一泰达消息显示，该项目正式通电，标志着该项目公用工程配套

关键节点顺利完成。 

天津新宙邦半导体化学品及锂电池项目总投资 6.58 亿元，分两期建设，一

期建设完成后，将具备年产 50000 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10000 吨半导体级双氧

水、10000 吨半导体级氨水、10000 吨 LCD 蚀刻液的能力；二期建设完成后，将

具备年产 10000 吨半导体级双氧水、10000 吨半导体级氨水、5000 吨 BOE 蚀刻

液、5000 吨剥离液、30000 吨电子级硫酸的能力。 

据悉，项目预计 2023 年 3 月氨水产线开始试生产，2023 年 6 月项目全面试

生产。 

三孚股份新建年产 500 吨电子级四氯化硅项目 发力国产替代 

2 月 28 日，三孚股份公告称，为进一步满足客户对于电子级四氯化硅产品

的需求，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唐山三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下称“三孚电子材

料”）建设新建年产 500 吨电子级四氯化硅及原年产 500 吨电子级二氯二氢硅项

目充装排扩容项目，以增加公司电子级产品品种，提高公司电子气体产品市场占

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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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孚股份表示，电子级四氯化硅的原材料为公司高纯四氯化硅产品，本项目

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循环经济体系，优化产品结构，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

抗风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 

【统计数据】 

2022 年 OLED 面板营收同比下降 其中 OLED 电视应用下滑 9% 

根据 DSCC 最新更新的 OLED 出货市场报告，2022 年，OLED 面板收入按

年下降 1%，至 417 亿美元，其中 OLED 智能手机应用按年下降 1%，OLED 电

视应用按年下降 9%。此外，一些新兴的OLED 应用在 2022年有增长，包括AR/VR、

汽车、显示器、平板电脑和游戏平台等。 

 

DSCC 表示，在 2023 年第一季度，我们预计面板收入将按年下降 24%至 75

亿美元，由于经济环境的宏观不利因素以及其他因素。我们预计 OLED 智能手

机的面板收入将环比下降 40%，同比下降 21%，OLED 电视面板环比下降 56%，

同比下降 39%。SDC 继续在 OLED 面板营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其营收份

额一再下降， 其份额从 22 年第三季度的 64%下降到 22 年第四季度的 58%，而

LGD 和京东方环比份额相对都有增长。就 SDC 而言，OLED 智能手机面板的出

货量环比增长了 30%，主要来自于苹果，三星电子 S23 系列以及小米 13 系列。

在 2023 年第一季度，我们预计在其他应用持续增长的帮助下，SDC 将继续领先，

但其收入份额预计下降至 54%。 

在 2023 年 OLED 智能手机面板的预测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各大手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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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将其刚性 OLED 产品转化为柔性 OLED 面板，由于中国柔性 OLED 面板厂

的较低报价以及品牌的低价策略，柔性 OLED 面板相较于刚性面板的竞争优势

非常大，这使得 SDC 不得不在刚性 OLED 领域积极扩展其他应用。但是由于 2023

年整年的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一季度各品牌的库存因素，刚性 OLED 产品

和柔性OLED产品的需求量转换很难达成 1:1转换，以整体手机面板需求量来看，

总量基本上对比 2022 年持平或者略有下滑，而其中柔性 OLED 产品的份额上升，

整体 OLED 面板营收同比是否有较高的增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023 年中国农历新年后，相对于 1 月的冷淡行情，终端市场开始有一波反

弹，品牌开始观望并有积极备货的迹象，预计 2 季度 OLED 面板出货量相对于 1

季度是确定增长的。（来源：DSCC） 

SIA：2022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达到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3.2％ 

2 月 4 日，据半导体产业协会(SIA)公布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半导体销售

额从 2021 年的 5,559 亿美元增长了 3.2%，达到创纪录的 5,735 亿美元。 

其中，2022 年第四季度，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同比下降 14.7%至 1,302 亿美元，

比 2022 年第三季度的销售额下降 7.7%。SIA 还表示，12 月的销售额比 2022 年

11 月减少 4.4%，至 434 亿美元。 

按地区划分，2022 年美洲市场的销售额增幅最大，达到了 16.0%，中国仍然

是最大的半导体市场，销售额为 1803 亿美元，但与 2021 年相比下降了 6.3%，

欧洲和日本的年销售额也有所增长，分别为 12.7%和 10.0%。与 2022 年 11 月相

比，12 月所有地区的销售额均有所下降：欧洲下降了 0.7%、日本下降 0.8%，亚

太/所有其它地区下降 3.5%，中国下降 5.7%，美洲下降了 6.5%。（来源：C114

通信网） 

【财报速递】 

中芯国际发布 2022Q4 财报，全年营收突破 72 亿美元 

2022 年第四季的销售收入为 1,621.3 百万美元，2022 年第三季为 1,907.0 百

万美元， 2021 年第四季为 1,580.1 百万美元。 

2022 年第四季毛利为 518.7 百万美元，2022 年第三季为 742.2 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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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四季为 552.8 百万美元。 

2022 年第四季毛利率为 32.0%，2022 年第三季为 38.9%，2021 年第四季为

35.0%。 

2022 年全年销售收入为 7,273.3 百万美元，相较于 2021 年全年销售收入

5,443.1 百万美元增长 33.6%。 

2022 年全年本公司拥有人应占利润为 1,817.9 百万美元，相较于 2021 年全

年本公司拥有人应占利润 1,701.8 百万美元增长 6.8%。 

华虹半导体 2022 年净利达 4.4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72.1％ 

华虹半导体公布了未经审核的 2022 年第四季度财报，实现销售收入 6.301

亿美元，连续十个季度创下新高，同比增长 19.3%，环比持平；毛利率上升至 38.2%，

同比增长 5.7%，环比增长 1.0%；净利润达 1.59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2%，环

比增长 53.2%。 

基于前四个季度业绩合并来看，华虹半导体 2022 年全年销售收入达到了

24.76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51.8%；毛利率 34.1%，同比增长 6.4%；净利润 4.4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72.1%。 

【产业分析】 

从六大晶圆代工厂法说会看半导体：行业尚未回暖，扩产计划依旧 

近期，六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联电、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力积电

和世界先进相继公开了 2022 年第四季度以及全年财报，并召开法说会/业绩会释

出运营展望。笔者梳理了相关内容，试图从中概括共性、发现产业趋势。 

库存调整：上半年持续、下半年产业复苏 

回顾过去半导体产业景气循环，大约每 3~4 年会有一波库存调整，时间约

2~3 季。而这波库存调产在 2022 年第二季就出现迹象，年中正式炸裂，以此推

估，业内普遍认为今年上半年将回归正常水平。各大晶圆代工厂也在法说会上谈

及这一话题。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表示，有信心 2023 年下半年需求复苏，毕竟库存调整去

年已发生，看产业库存高峰是在去年第三季度，最近库存已急剧减少并将在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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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持续调整。关于业界对 2023 年半导体下半年形式呈 V 型、U 型或是 L 型

的猜测，魏哲家称，“目前不确定是否为强劲的 V 型复苏，但可确定不会是 U 型，

即产业态势不会停滞在低点。” 

联电总经理王石指出，2023 年全球经济疲软，客户库存天数高于正常水准，

订单能见度偏低，第一季度将充满多重挑战，这波景气下行，估计要到今年上半

年才会落底，希望本季能真正脱离谷底而后平稳回温。对于全年半导体产业景气，

王石认为产业（不含存储）整体将衰退 1%至 3%，晶圆代工产业修正幅度高于

整体半导体产业，预估约下滑 4%至 6%。 

中芯国际认为行业周期尚在底部，下半年可见度依然不高，但客户信心有些

许回升。具体看来，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行业回暖需要时间，汽车行业电子增量

需求可抵消部分手机和消费电子疲弱的负面影响。上半年行业周期尚在底部，外

部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影响依然复杂；下半年可见度依然不高，但中芯国际感受到

客户信心的些许回升，新产品流片的储备相对饱满。 

力积电则看到了向好的趋势，该公司总经理谢再居表示，客户库存于去年第

四季度有缓和趋势，无线射频识别系统（RFID）及车用、工控的离散组件等产

品需求维持稳定，是正面消息。 

世界先进董事长方略则较为悲观，他认为公司运营首季将面临谷底，为了避

免产能浪费，在与客户双方同意下提前生产备货，后续运营有望自第二季度回温，

但回温速度有待观察。 

面对半导体库存修正潮，目前包括 PC、手机与其他消费电子应用，都还没

见到明显回春迹象。从终端的角度来看，今年笔电市场可能继续衰退，手机市场

预估也偏保守，消费电子订单需求依然疲弱。以智能手机为例，天风国际分析师

郭明錤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小米库存高涨，在处理器方面显示出最严重的过剩迹

象，大多数安卓品牌和小米一样面临高库存水平的风险。小米的库存相当于大约

2000 万至 3000 万部智能手机，三星结合终端产品和组件的全球手机库存可能要

到 6 月才能降至合理水平。 

从上述晶圆代工厂商的预测中可以看出，这波库存调整将持续至下半年，第

三季度开始半导体产业将复苏。 

连锁反应：产能利用率下降、资本支出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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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库存水平高，对于晶圆代工厂来说最直观的影响便是产能利用率下降。 

联电直言，由于客户积极调整库存，公司今年首季晶圆出货预估季减 17～

19％，产能利用率预期降至 70％；力积电表示，去年第四季延续第三季低迷市

况，整体产能利用率仅维持约 70%，今年第一季因有过年假期、中国解封后疫情

不确定因素影响，产能利用率也不会太好，预期可能再下滑 10% 左右；世界先

进称由于去年第 4 季度客户积极调整库存，而其中 10%产能协助客户提前生产备

货，消费电子终端需求与工业用需求疲弱，估计首季产能利用率将季减 10%。 

台积电和中芯国际虽未公布产能利用率情况，但也透露了产能利用率降低和

折旧上升影响毛利率的信息。另有业内人士透露，台积电 2023 年上半年整体晶

圆厂产能利用率预估跌至 80%，其中 7/6 纳米制程产能利用率跌幅扩大，5/4 纳

米产能利用率从今年 1 月开始逐月下滑。 

在产能利用率下滑之际，晶圆代工已从原来的“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

场。消息人士透露，近期因客户砍单致使产能利用率大跌，然而晶圆代工厂实力

差距相当大，价格策略对应也大不同，其中，如三星、力积电、格芯已直接降价；

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代工报价并未变化，但私下按客户与订单规模不同，给

予优惠。台积电、联电与世界先进选择私下另行与客户协调代工价方式，以维持

好不容易调升的 ASP 与毛利率，预期全年代工价格将持稳，今年运营将先低后

高。其中，联电就预估 2023 年首季客户库存应可落底，第 2 季有机会缓步回温，

已向客户开出第 2 季投片增加，折扣就越多的优惠条件，平均 10~15%。而世界

先进，则是采用增加客户免费晶圆片数。 

与此同时，从各大晶圆代工厂保守的资本支出也能看出行业的不景气。台积

电估计今年资本支出约 320 亿美元至 360 亿美元，较去年持平至缩减约 1 成；世

界先进指出，因半导体产业进入库存调整，加上总体经济面临包括通货膨胀、地

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将保守进行今年资本支出，将降至约 100 亿元新台币

（约 3.28 亿美元），比去年减少近一半。 

联电和力积电则略有不同。其中，联电估今年资本支出 30 亿美元，年增约

11.1%；力积电约为 18.4亿美元，若相关投资到位，投资金额较去年有望增长 183%，

主要是包含去年顺延的投资。 

扩产依旧：台厂瞄准海外、陆厂聚焦成熟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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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半导体行业不景气，但各大晶圆代工厂的扩产计划依旧。中国台湾

厂商方面，台积电近来再加大美国、日本投资力度，联电、世界先进、力积电等

二线台厂也因为地缘政治风险升高，相继评估扩大海外设厂布局。法人预期，2023

年将是中国台湾晶圆代工厂扩大海外产能的关键年。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证实，正考虑在日本兴建第二座厂，评估欧洲建车用芯片

厂的可能性，强调根据客户需求，正在增加中国台湾以外的产能，以继续为客户

提供取得成功所需的最佳解决方案，目标未来 5 年或更长时间，28nm 以下海外

产能占比将达 20%以上。 

联电表示已看到主要客户因应地缘政治疑虑，开始与联电讨论订单规划。联

电新加坡产能扩充方面，联电董事会去年底已通过资本预算执行案，预计投资金

额达 324.17 亿元新台币，当中部分金额将用来投资新加坡 P3 厂。日本布局方面，

联电通过日本子公司 USJC 与日本电装株式会社（DENSO）合作，将在 USJC 的

12 英寸晶圆厂携手生产车用功率半导体。 

世界先进董事长方略透露，因应客户分散风险要求，除中国台湾外，新加坡

也纳入 12 英寸新厂落脚考量地点。“12 英寸厂是过去几年一直在评估的项目，

但并无具体的计划与时间表，毕竟 12 英寸的扩张会对公司有较大影响，且投资

回报对财务也会是挑战，因此相当小心看待。相关计划都还在评估，在符合相关

条件下才会实施，也不排除用并购方式布局 12 英寸厂，但目前无具体对象。” 

力积电则将与印度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协助设厂，通过先前在中国大陆合资

设厂的经验，协助训练印度工程师；另外，力积电位于中国台湾的铜锣厂预计

2023 年第三季度量产。力积电董事长黄崇仁表示，“新厂第 1 期的产能已有多家

客户争取签订长期合约，将会加速建厂、装机和投产的步伐。” 

中国大陆厂商方面则更注重国内成熟产能的扩产。中芯国际 CEO 赵海军指

出，今年的资本开支将主要用于成熟产能扩产以及新厂基建，公司将稳步推进四

个（深圳、京城、临港和西青）成熟 12 英寸工厂的产能建设。赵海军指出，中

芯国际将把握产能建设扩建的节奏，保证一定的毛利率水平。“中芯国际积极地

在经济低迷时期继续扩张，当回到峰值时可以很好地进入到那些增长起来的领域，

趁复苏的东风。”他说道。 

华虹半导体表示公司在产能方面将保持 8 英寸平台持续优化、12 英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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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升级及产能扩张的策略。12 英寸第一阶段扩产已全面完成，2022 年全年以

6.5 万片月产能运行；第二阶段扩产设备已全部到位，2023 年内将陆续释放月产

能至 9.5 万片；同时将适时启动新厂建设，计划把差异化特色工艺向更先进节点

推进。 

结语：由以上六大晶圆厂透露出的信息可知，晶圆代工业的库存调整将持续

至上半年，产业下半年将复苏，与此同时，库存调整带来了晶圆代工厂产能利用

率下滑、资本支出保守等连锁反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产业不景气，

厂商的扩产计划依旧，台厂注重海外产能扩张，陆厂则聚焦成熟制程。（来源：

集微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