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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一对一沟通  

□其他   

参与单位及人员 

申万宏源  杨海燕、李胜敏 

Kredens Capital Managemnet  

Mathhews Investment 祝泉 

Milestone Capital Yin Min 

上海人寿 田发祥 

东方阿尔法 卢志奇 

中天证券 梁鹏 

中科沃土 林皓 

中融基金 金拓 

仁桥资本 钟昕 

南华基金 刘斐 

国寿资产 阳宜洋 

国泰君安 王添震 

建信基金 王丽媛 

新华基金 付伟 

泰达宏利 孟杰 

浙商证券 徐岩 

源乘投资 曾尚 

前海恒生 祁滕 

上投摩根 黄进 

时间 2020 年 5月 8日 

地点 线上会议 

接待人员 董事长潘连胜先生、董事会秘书袁欣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 2019 年及 2020 年一季度经营情况 

2019年，由于全球半导体市场需求下滑，固态存储及智能手机、PC

需求增长放缓，导致全球半导体行业整体库存水平较高，同时全球摩擦升

温也对半导体贸易市场造成了较大影响。 

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需求与半导体行业景气度密切相关。由于公司主

要产品处于半导体产业链上游，终端需求变化反应到公司产品的销售变化



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时间。2019 年一季度，在半导体行业终端整体出现销售

下滑迹象的情形下，公司的销售情况依然保持 2018年度的景气状态，且

销售额同比上升。2019年二季度以来，受中美贸易摩擦、日韩贸易摩擦、

智能手机、数据中心、汽车等终端需求增长乏力、5G 普及未及预期等因素

影响，全球半导体市场需求持续下滑，公司客户基于对下游需求的趋势判

断调整自身库存水平，从而减少采购金额，导致公司 2019年度收入减

少。 

2020年受疫情影响导致 Q1营收同比下降，但 1-3月销售情况呈现逐

月回暖态势，面对去年的行业下滑和今年的疫情，公司也积极主动开拓市

场、调整产品销售策略、加大力度进行研发、招聘人才。 

从销售端来看，近年来芯片技术不断进步，市场对刻蚀用大尺寸单晶

硅需求不断增长，作为全球少数能够量产刻蚀用 19英寸单晶硅厂商，在

市场整体下行情况下，公司 2019 年 16-19英寸产品营收逆势增长 50%+。

以往公司营收主要来自日、韩、美三大市场，2018年大陆市场份额不到

1%，在去年行业不景气和贸易摩擦影响下，公司今年转战了国内市场，份

额有了一定增长，尽管业务总体规模较小，但今年一季度数据来看营收占

比已经超过 1.9%，我们对国内市场增长也有一定期待。 

从研发情况来看，公司“半导体刻蚀机用无磁场 28吋热场量产 19吋

硅单晶技术”通过了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组织的院士和业内专家为主的

技术评审专家组评审，认定公司该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产品也随着工艺的稳定和技术的提高，良品率保持上升，这一点也

体现在公司毛利率变动上。公司也投入了更多精力在 8英寸半导体硅片产

品上，2019年在晶体生长缺陷控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可以达到国际一

流硅片厂家对晶体缺陷的标准。2019年下半年启动硅片加工设备采购工

作，至今年一季度末，已经与大部分设备厂商完成了设备技术标准评定，

力争在 2020年年内打通 8英寸半导体级单晶抛光片生产完整链条，并逐

步优化设备工艺，确保产品质量标准可以对标日本信越化学、SUMCO等国

际一流厂商。为此公司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一方面，力争年内实现量产



8000 片/月的生产规模；另一方面，利用行业中长期积累的丰富客户资源

和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加快 8 英寸抛光片客户认证工作。 

公司创始人潘连胜博士来自日本东芝公司，在日本半导体行业拥有 20

年左右的工作经历。另一位核心技术人员山田宪治先生，也曾就职于日本

半导体公司。公司历经多年发展，建立起了高中端人才梯队。2020年初，

公司在 8英寸半导体硅片方面制定了详细的人才引进计划：高端人才方面

将利用潘博士和山田宪治先生的从业经验，计划从日本、台湾两地招聘技

术管理型复合人才；同时也吸纳国内有一定技术基础的中端人才，扩大技

术人才梯队，提升人才竞争力。 

二．公司今年业绩恢复情况。 

从半导体整体行业景气度来看，2018Q3-2019Q1 是一个高峰，公司和

IC厂家周期相同，但时间上滞后 1-2季度，所以公司 2019Q2、Q3开始业

绩下滑。同样，公司业绩反弹拐点到来也比 IC厂家滞后，2020Q1尤其一

月份，公司业绩正处于最谷底的阶段，IC厂家在 2019Q4 已经触底，并于

2020Q1 开始反弹，所以公司业绩在 2020年一季度触底后开始逐月回暖，

二季度订单量开始复苏。根据市场调查机构预计，2020 年下半年的行业景

气度会比上半年更好，整体可能不输 2017年，但是能否恢复到 2018年的

水平还需进行观察。 

三．公司硅片业务在预计达产时间。 

目前晶体开发初步成功，如果进展顺利，按计划 2020年 12月，抛光

片可以向客户发起评估认证申请。通常情况下，硅片的评估认证周期较

长，需要 2-3个季度，评估认证完成后将进入规模化量产的阶段。具体情

况以公司未来披露的信息为准。 

四．公司在国内芯片厂商中份额情况。 

国内芯片厂商如中芯、华虹等目前主要使用国外刻蚀机厂商产品。国

内芯片厂商购买的刻蚀机三年以内一般会向原厂采购配套电极，相关电极

一般会由公司直接客户供给。 



目前国内刻蚀机厂商包括中微半导体，其刻蚀机产品已进入国内芯片

厂。公司也在跟进国产化替代趋势，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可喜的是以前国

内市场占我们的销售份额不到 1%，现在国内份额增长较为快速。 

五．从半导体大周期来说，上个十年硅片厂商亏损很厉害，公司从回

报率来看，公司进入一个周期性比较强、和现有业务商业模式有区别的业

务的原因。同时，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硅片厂商，公司产品与国内其他硅片

厂产品区别。 

公司发展战略清晰，公司愿景是紧密围绕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国家战

略，致力于成为全球半导体级单晶硅材料领域的领先者。由于公司成立初

期资金实力暂不足以支持芯片用硅单晶体的研发及生产，因此公司以现有

主营业务半导体级刻蚀用单晶硅材料为切入点，通过多年的投入和积累，

凭借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高效的产品供应体系以及良好的综合管理能力

与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成功进入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体系，

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 

考虑到进入芯片用单晶硅材料领域有利于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

也有利于公司增强在半导体硅材料领域的市场地位和行业影响力，提高抗

风险的能力。公司在充分分析半导体材料行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

上，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经过可行性研究之后确定进入芯片用单晶硅材

料领域，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布局，且同行业公司 SK 集团等已同时涉足

刻蚀用单晶硅与芯片用单晶硅材料行业，公司在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进

入芯片用单晶硅材料符合行业惯例。 

同时在半导体材料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推进公司现有核

心技术的完善、实现新产品新技术的突破、全面提高公司技术研发能力和

自主创新能力，公司拟通过建设研发中心加大研发投入、扩充研发团队，

实现持续改善公司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的目

标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布局，符合行业惯例，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国内友商主要是从 4-6寸小尺寸功率半导体发展起来，但功率半导体

占整个 IC市场仅 30%，公司产品定位为在国内供给量较少、难度较大的低



缺陷硅片产品上。公司在技术上可以对标一流厂商，产品将用于电压较低

的 IC，技术难度上较功率器件高一些，利润空间也要大一些。硅片材料市

场周期以前一般为四-五年，现在随着新技术的不断产生，周期波动缩短

至 2-3年。虽然不景气时候利润率比较低，但景气度上升阶段利润率也很

高，去年 SUMCO和信越净利率在 20-30%。因此，只要足够高端、良率足够

高，还是有很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这也是国家的战略性项目。 

公司 8英寸硅片的发展策略主要是稳扎稳打、分步投入。公司将生产

工序分成晶体、加工前道、加工后道。晶体方面 2016 年已开始立项攻克

缺陷，目前已经找到了工艺窗口，后期将逐步扩大生产稳定良率水平。第

二步加工前道，随着资金的进入公司今年已购入切、磨加工生产线，正进

行机台调试生产。这方面完成后公司将进入设备投资金额比较大的后道

（抛光和清洗），这样不会因资金一次性投入过多带来的大量固定资产折

旧，预计 2020年整条生产线将达到可生产状态。 

六．公司 8 英寸硅片研发和投产进展情况及使用的国产设备情况。 

8英寸芯片这方面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步是晶体研发，第二步是后

道机械加工。公司从 2016年就开始晶体研发工作，目前开发出的晶体已

经送到日本厂家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可以对标国际一流厂家。后续关

键在于如何提高良品率，而良品率需要经大量生产才能够统计。机台方

面，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加工环节，国产设备已可以使用，如晶体生长的拉

晶炉经过公司技术改造，国内设备已可以满足生产需求。但后道机械加工

环节精度越来越高（亚微米级、纳米级），主要依赖国外尤其是日本设

备，检测设备主要依赖美国公司。半导体加工设备国产化任重道远，相关

设备市场并不大，目前技术积累方面和国外差距仍然较大，但长期来看国

产化肯定是会成功的。 

七．公司业绩呈现一定周期性并较半导体行业整体有一定滞后，对比

刻蚀机厂商情况，及对比三星、美光等记忆存储片厂商情况。 



公司所在细分行业周期大约滞后刻蚀机厂商所在细分行业 1-2个季

度，滞后 IC厂家所在细分行业 2-3个季度。 

八．刻蚀硅和大硅片技术上的区别。公司为做好大硅片项目的准备。 

刻蚀硅电极考虑的是如何做大，硅电极一定要比硅片大，12寸硅片需

要 14 寸以上的硅电极，目前公司已经有 19寸产品，如果只是单方面把生

长炉做大会导致成本大幅上升，我们的技术优点在于使用小生长炉就可以

长成超大直径晶体，目前已经处于全世界先进水平。硅片的难点在于如何

将晶体缺陷降低到足够低的水平，一些日本厂家 0.12 微米缺陷可以减少

到几乎为 0，而硅电极对晶体缺陷要求相对较低。硅片的另一个难度在于

后续机械加工流程较多，每道工序成品率保证上也存在难度，这主要需依

靠工艺摸索和管理上的细致化。近 20年来国外硅片技术进步成长的不

快，没有革命性的大变化，公司将根据 20多年的从业经验做好国产化，

稳扎稳打一步步从 8英寸做到 12英寸。公司人才梯队中也有很多高端人

才从日本过来，相对友商存在一定优势。 

九．公司硅片生产经营计划介绍。 

公司经营策略始终基于稳扎稳打的原则，即要迅速实现整条生产线可

生产状态，又要确保公司现金流情况良好并兼顾公司盈利情况。公司硅片

项目选择 8英寸产线开始，主要是因为半导体产品评估周期较久，8英寸

硅片验证时间较 12寸短，顺利的话半年左右。公司在前期以验证设备为

主，计划先启动 8000片/月的小规模量产，力争较短时间通过国内客户认

证，之后逐渐上量至 5万片/月，最终达到募投项目满产状态。 

十．公司在刻蚀用单晶硅领域市占率较高，未来提升空间情况。 

在刻蚀用单晶硅领域，公司市场发展空间仍然较大。目前泛林集团、

东电电子、应用材料三家占据了刻蚀机 90%以上的市场份额，公司 2016年

向泛林旗下一家子公司的销售额占公司当年营收的 25%。由于 2018-19年

的中美贸易战，关税提高对公司向其销售造成了极大阻碍。目前中美贸易

战第一阶段谈判在 2019年下半年已经达成了一定协议，贸易摩擦已有一



定程度的缓解，未来公司美国市场拓展如能取得进展，公司市场份额的上

升空间仍然较大。 

十一．芯片用硅片国内也有公司在做，公司的核心能力和同行相比有

何区别。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潘连胜曾先后在日本东芝陶瓷株式会社、Covalent 

Materials Corporation 等知名半导体行业公司任职；核心技术人员山田宪治

曾先后在日铁电子株式会社、世创日本株式会社等知名半导体行业公司任

职；核心技术人员秦朗是公司多年来自主培养的技术骨干，主导并参与了

多项研发项目，上述核心技术人员均拥有扎实的技术基础和丰富的半导体

硅材料行业产品开发经验。 

公司基于自身条件先从 8 寸入手，把产线能力提高上来后再做 12

寸。虽然目前国内也有很多公司在做 8寸片，但是国内市场容量仍然很

大，8英寸目前国内需求 100 万片/月，其中 80%都是进口，国内厂商产能

在满足国内市场这方面远远不够。公司同其他国内优秀的半导体公司在产

品定位、技术来源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未来在记忆存储器、CPU等占半导

体市场份额较大的领域上，公司将不可避免地要和日本企业竞争，公司有

信心在技术上同日本公司竞争，但在员工素质、技术累积和改进还需要较

长时间积累，公司也将积极地同日本先进厂家进行合作。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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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一对一沟通  

□其他   

参与单位及

人员 

东吴证券 陈显帆、罗媛 

Manulife 李文琳 

东方证券 李威 

枫池资产 邢哲 

国联安基金 刘佃贵 

航天科技财务公司 王东 

华富基金 陈派卿 

华商基金 郭磊 

华夏久赢 肖桂东 

汇丰晋信 李泽宙 

永赢基金 沈平虹 

建信基金 张湘龙 

昆仑健康 徐赛 

南华基金 刘斐 

筌笠资产 郑峰 

瑞柏资产 陈瑞 

上投摩根基金 杨景喻 

太平养老 王书伟 

万吨资产 张凯 

新华基金 付伟 

兴全基金 李扬 

银华基金 张珂、王利刚 

时间 2020年 5 月 9日 

地点 线上会议 

接待人员 董事长潘连胜先生、董事会秘书袁欣女士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公司 2019 年及 2020 年一季度经营情况 

2019 年，由于全球半导体市场需求下滑，固态存储及智能手机、PC需求增

长放缓，导致全球半导体行业整体库存水平较高，同时全球摩擦升温也对半导

体贸易市场造成了较大影响。 



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需求与半导体行业景气度密切相关。由于公司主要产

品处于半导体产业链上游，终端需求变化反应到公司产品的销售变化上存在一

定的滞后时间。2019年一季度，在半导体行业终端整体出现销售下滑迹象的情

形下，公司的销售情况依然保持 2018 年度的景气状态，且销售额同比上升。

2019年二季度以来，受中美贸易摩擦、日韩贸易摩擦、智能手机、数据中心、

汽车等终端需求增长乏力、5G普及未及预期等因素影响，全球半导体市场需求

持续下滑，公司客户基于对下游需求的趋势判断调整自身库存水平，从而减少

采购金额，导致公司 2019年度收入减少。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导致 Q1营收同比下降，但 1-3月销售情况呈现逐月回

暖态势，面对去年的行业下滑和今年的疫情，公司也积极主动开拓市场、调整

产品销售策略、加大力度进行研发、招聘人才。 

从销售端来看，近年来芯片技术不断进步，市场对刻蚀用大尺寸单晶硅需

求不断增长，作为全球少数能够量产刻蚀用 19英寸单晶硅厂商，在市场整体下

行情况下，公司 2019年 16-19英寸产品营收逆势增长 50%+。以往公司营收主

要来自日、韩、美三大市场，2018 年大陆市场份额不到 1%，在去年行业不景气

和贸易摩擦影响下，公司今年转战了国内市场，份额有了一定增长，尽管业务

总体规模较小，但今年一季度数据来看营收占比已经超过 1.9%，我们对国内市

场增长也有一定期待。 

从研发情况来看，公司“半导体刻蚀机用无磁场 28吋热场量产 19吋硅单

晶技术”通过了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组织的院士和业内专家为主的技术评审

专家组评审，认定公司该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也

随着工艺的稳定和技术的提高，良品率保持上升，这一点也体现在公司毛利率

变动上。公司也投入了更多精力在 8英寸半导体硅片产品上，2019年在晶体生

长缺陷控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可以达到国际一流硅片厂家对晶体缺陷的标

准。2019 年下半年启动硅片加工设备采购工作，至今年一季度末，已经与大部

分设备厂商完成了设备技术标准评定，力争在 2020年年内打通 8英寸半导体级

单晶抛光片生产完整链条，并逐步优化设备工艺，确保产品质量标准可以对标

日本信越化学、SUMCO等国际一流厂商。为此公司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一方



面，力争年内实现量产 8000片/月的生产规模；另一方面，利用行业中长期积

累的丰富客户资源和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加快 8英寸抛光片客户认证工作。 

公司创始人潘连胜博士来自日本东芝公司，在日本半导体行业拥有 20年左

右的工作经历。另一位核心技术人员山田宪治先生，也曾就职于日本半导体公

司。公司历经多年发展，建立起了高中端人才梯队。2020 年初，公司在 8英寸

半导体硅片方面制定了详细的人才引进计划：高端人才方面将利用潘博士和山

田宪治先生的从业经验，计划从日本、台湾两地招聘技术管理型复合人才；同

时也吸纳国内有一定技术基础的中端人才，扩大技术人才梯队，提升人才竞争

力。 

二．国内半导体实力目前仍然薄弱，公司能够相对短的时间在刻蚀用单晶

硅领域取的成功的原因。 

（1）公司的成功源于专注于刻蚀用单晶硅材料的生产、研发，在公司成立

之前，半导体刻蚀机已经有了硅电极配套厂商，这些厂商从材料一直做到电极

完成品，但是公司专注于前端的单晶硅材料，将这一点做到了极致。（2）从技

术层面而言，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潘博士和山田宪治先生已经在半导体行业工作

20余年，有着丰富的知识与从业经验。刻蚀级硅材料主要是考虑如何做大，而

芯片用硅片主要考虑如何控制缺陷率，二者在技术方面是共通的。而硅电极市

场相对较小，市场份额大约仅有硅片市场的 1/20左右，生产流程较短，对生产

设备的要求较硅片低，投资门槛相对较低。公司选择了相对容易实现的领域发

挥优势，创始人拥有国外技术经验，战略起点相对较高，更容易实现量产突

破。 

三．刻蚀硅和大硅片技术上的区别。公司做好大硅片项目的准备。 

刻蚀硅电极考虑的是如何做大，硅电极一定要比硅片大，12寸硅片需要 14

寸以上的硅电极，目前公司已经有 19寸产品，如果只是单方面把生长炉做大会

导致成本大幅上升，我们的技术优点在于使用小生长炉就可以长成超大直径晶

体，目前已经处于全世界先进水平。硅片的难点在于如何将晶体缺陷降低到足

够低的水平，一些日本厂家 0.12微米缺陷可以减少到几乎为 0，而硅电极对晶



体缺陷要求相对较低。硅片的另一个难度在于后续机械加工流程较多，每道工

序成品率保证上也存在难度，这主要需依靠工艺摸索和管理上的细致化。近 20

年来国外硅片技术进步成长的不快，没有革命性的大变化，公司将根据 20多年

的从业经验做好国产化，稳扎稳打一步步从 8英寸做到 12 英寸。公司人才梯队

中也有很多高端人才从日本过来，相对友商存在一定优势。 

四．公司 8 英寸硅片研发和投产进展情况及使用的国产设备情况。 

8英寸芯片这方面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步是晶体研发，第二步是后道机

械加工。公司从 2016年就开始晶体研发工作，目前开发出的晶体已经送到日本

厂家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可以对标国际一流厂家。后续关键在于如何提高

良品率，而良品率需要经大量生产才能够统计。机台方面，在精度要求不高的

加工环节，国产设备已可以使用，如晶体生长的拉晶炉经过公司技术改造，国

内设备已可以满足生产需求。但后道机械加工环节精度越来越高（亚微米级、

纳米级），主要依赖国外尤其是日本设备，检测设备主要依赖美国公司。半导

体加工设备国产化任重道远，相关设备市场并不大，目前技术积累方面和国外

差距仍然较大，但长期来看国产化肯定是会成功的。 

五．公司硅片生产经营计划介绍。 

公司经营策略始终基于稳扎稳打的原则，即要迅速实现整条生产线可生产

状态，又要确保公司现金流情况良好并兼顾公司盈利情况。公司硅片项目选择

8英寸产线开始，主要是因为半导体产品评估周期较久，8 英寸硅片验证时间较

12寸短，顺利的话半年左右。公司在前期以验证设备为主，计划先启动 8000

片/月的小规模量产，力争较短时间通过国内客户认证，之后逐渐上量至 5万片

/月，最终达到募投项目满产状态。 

六．公司在刻蚀用单晶硅领域市占率较高，未来提升空间情况。 

在刻蚀用单晶硅领域，公司市场发展空间仍然较大。目前泛林集团、东电

电子、应用材料三家占据了刻蚀机 90%以上的市场份额，公司 2016年向泛林旗

下一家子公司的销售额占公司当年营收的 25%。由于 18-19 年的中美贸易战，

关税提高对公司向其销售造成了极大阻碍。目前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谈判在



2019年下半年已经达成了一定协议，贸易摩擦已有一定程度的缓解，未来公司

美国市场拓展如能取得进展，公司市场份额的上升空间仍然较大。 

七．公司主要客户三菱材料、SK化学本身也拥有一定刻蚀用单晶硅材料产

能，未来经营策略是会扩大自有产能还是保持一定外购规模。 

虽然三菱材料、SK化学自身拥有一定的刻蚀用单晶硅材料的产能，但是刻

蚀用单晶硅材料行业中，为避免单一供应商带来的供货波动风险，市场参与者

通常会选取 2-3家供应商。同时三菱材料、SK化学均涉足半导体全产业链，互

相竞争不会向对手供货。公司目前是一对多供货，每个厂家的外购部分公司都

拥有较大的份额。相对客户来说公司成本优势明显，客户已对公司形成一定依

赖。 

八．芯片用硅片国内也有公司在做，公司的核心能力和同行相比有何区

别。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潘连胜曾先后在日本东芝陶瓷株式会社、Covalent 

Materials Corporation 等知名半导体行业公司任职；核心技术人员山田宪治曾先

后在日铁电子株式会社、世创日本株式会社等知名半导体行业公司任职；核心

技术人员秦朗是公司多年来自主培养的技术骨干，主导并参与了多项研发项

目，上述核心技术人员均拥有扎实的技术基础和丰富的半导体硅材料行业产品

开发经验。 

公司基于自身条件先从 8寸入手，把产线能力提高上来后再做 12寸。虽然

目前国内也有很多公司在做 8寸片，但是国内市场容量仍然很大，8英寸目前

国内需求 100万片/月，其中 80%都是进口，国内厂商产能在满足国内市场这方

面远远不够。公司同其他国内优秀的半导体公司在产品定位、技术来源方面存

在一定差异。未来在记忆存储器、CPU等占半导体市场份额较大的领域上，公

司将不可避免地要和日本企业竞争，公司有信心在技术上同日本公司竞争，但

在员工素质、技术累积和改进还需要较长时间积累，公司也将积极地同日本先

进厂家进行合作。 

九．公司位于锦州，吸引高技术人才是否会有劣势。 



国内半导体行业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落后较多，即使在北京、上海等国内

一线城市也很少有生产过 12英寸硅片的人才。公司高端人才主要从日本、台湾

引进，外来人才对地点要求较低。同时，中、低端的人才当地有一定基础，人

才的稳定性也较好。另外，公司在北京、上海、东京也都设立子公司，便于招

募优秀人才。 

十．公司今年业绩恢复情况。 

从半导体整体行业景气度来看，2018Q3-2019Q1是一个高峰，公司和 IC厂

家周期相同，但时间上滞后 1-2季度，所以公司 2019Q2、Q3开始业绩下滑。同

样，公司业绩反弹拐点到来也比 IC 厂家滞后，2020Q1尤其一月份，公司业绩

正处于最谷底的阶段，IC厂家在 2019Q4 已经触底，并于 2020Q1开始反弹，所

以公司业绩在 2020年一季度触底后开始逐月回暖，二季度订单量开始复苏。根

据市场调查机构预计，2020年下半年的行业景气度会比上半年更好，整体可能

不输 2017 年，但是能否恢复到 2018 年的水平还需进行观察。 

十一．公司业绩呈现一定周期性并较半导体行业整体有一定滞后，对比刻

蚀机厂商情况，及对比三星、美光等记忆存储片厂商情况。 

公司所在细分行业周期大约滞后刻蚀机厂商所在细分行业 1-2个季度，滞

后 IC厂家所在细分行业 2-3个季度。 

十二．公司在国内芯片厂商中份额情况。 

国内芯片厂商如中芯、华虹等目前主要使用国外刻蚀机厂商产品。国内芯

片厂商购买的刻蚀机三年以内一般会向原厂采购配套电极，相关电极一般会由

公司直接客户供给。 

目前国内刻蚀机厂商包括中微半导体，其刻蚀机产品已进入国内芯片厂。

公司也在跟进国产化替代趋势，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可喜的是以前国内市场占

我们的销售份额不到 1%，现在国内份额增长较为快速。 

十三．从半导体大周期来说，上个十年硅片厂商亏损很厉害，公司从回报

率来看，公司进入一个周期性比较强、和现有业务商业模式有区别的业务的原



因。同时，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硅片厂商，公司产品与国内其他硅片厂产品区

别。 

公司发展战略清晰，公司愿景是紧密围绕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国家战略，

致力于成为全球半导体级单晶硅材料领域的领先者。由于公司成立初期资金实

力暂不足以支持芯片用硅单晶体的研发及生产，因此公司以现有主营业务半导

体级刻蚀用单晶硅材料为切入点，通过多年的投入和积累，凭借先进的生产制

造技术、高效的产品供应体系以及良好的综合管理能力与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成功进入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体系，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竞争优

势。 

考虑到进入芯片用单晶硅材料领域有利于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也有

利于公司增强在半导体硅材料领域的市场地位和行业影响力，提高抗风险的能

力。公司在充分分析半导体材料行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经过可行性研究之后确定进入芯片用单晶硅材料领域，符合公司

战略规划和布局，且同行业公司 SK 集团等已同时涉足刻蚀用单晶硅与芯片用单

晶硅材料行业，公司在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进入芯片用单晶硅材料符合行业

惯例。 

同时在半导体材料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推进公司现有核心技

术的完善、实现新产品新技术的突破、全面提高公司技术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

能力，公司拟通过建设研发中心加大研发投入、扩充研发团队，实现持续改善

公司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的目标符合公司战略规

划和布局，符合行业惯例，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国内友商主要是从 4-6寸小尺寸功率半导体发展起来，但功率半导体占整

个 IC市场仅 30%，公司产品定位为在国内供给量较少、难度较大的低缺陷硅片

产品上。公司在技术上可以对标一流厂商，产品将用于电压较低的 IC，技术难

度上较功率器件高一些，利润空间也要大一些。硅片材料市场周期以前一般为

四-五年，现在随着新技术的不断产生，周期波动缩短至 2-3年。虽然不景气时

候利润率比较低，但景气度上升阶段利润率也很高，去年 SUMCO和信越净利率

在 20-30%。因此，只要足够高端、良率足够高，还是有很好的经济效益。而且

这也是国家的战略性项目。 



公司 8英寸硅片的发展策略主要是稳扎稳打、分步投入。公司将生产工序

分成晶体、加工前道、加工后道。晶体方面 2016年已开始立项攻克缺陷，目前

已经找到了工艺窗口，后期将逐步扩大生产稳定良率水平。第二步加工前道，

随着资金的进入公司今年已购入切、磨加工生产线，正进行机台调试生产。这

方面完成后公司将进入设备投资金额比较大的后道（抛光和清洗），这样不会

因资金一次性投入过多带来的大量固定资产折旧，预计 2020 年整条生产线将达

到可生产状态。 

十四．公司硅片业务在预计达产时间。 

目前晶体开发初步成功，如果进展顺利，按计划 2020 年 12月，抛光片可

以向客户发起评估认证申请。通常情况下，硅片的评估认证周期较长，需要 2-

3个季度，评估认证完成后将进入规模化量产的阶段。具体情况以公司未来披

露的信息为准。 

十五．公司利润率水平对比 SUMCO、信越化学高的原因及中期盈利水平趋

势。 

公司是极少数能够实现大尺寸、高纯度集成电路刻蚀用单晶硅材料稳定量

产的企业之一，具备满足刻蚀用单晶硅材料行业主要市场参与者的定制化需求

的能力。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专注于集成电路刻蚀用单晶硅材料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而刻蚀用单晶硅材料领域的市场参与者一般同时涉足刻蚀用单晶硅

材料的制造与硅电极的加工，且其刻蚀用单晶硅材料主要用于自用，并不对外

销售，因此与神工可比的公司很少。 

SUMCO、信越等厂家生产的产品与公司产品不属于同类产品，应用领域不

同，相互之间的可比性角度。 

中期来看，公司技术水平处于不断提升的态势，且客户对公司的依赖程度

较高，公司作为部分下游客户的重要供应商，公司的产品供应能力对下游客户

的生产经营及研发工作影响重大，因此在刻蚀用单晶硅材料领域，公司有望继

续保持较高的毛利率水平和盈利能力。而在硅片领域，由于市场竞争较为充



分，市场整体毛利水平相对较低，随着未来公司硅片业务规模的不断提升，公

司整体的毛利率水平将会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