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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仁和保险资管、方圆基金、华强资管、上元资本、枫池资产管理、

前海互兴资产、前海东宏资产管理、上海理成资产、深圳市润财投资、江苏

芯云资本、深圳市丰盛德投资、民寿投资、河床资本；中信建投、华泰保兴

基金、长城基金、中信银行资管、中信证券、安信证券、明达资产

时间 2020年 11月 9日

地点 公司本部商务会议室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姓名

李丽杰、张国、刘玉婷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会议主要介绍了公司的发展战略，核心竞争优势，产品与业务、公司

情况，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并就调研投资者关心的合肥项目及配套募集

资金情况、公司前三季度业绩情况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成立于1985年，经过三十五年的发展，是全球领先的电子产品

制造服务（EMS）专业提供商，在电子产品制造领域拥有逾三十年的技术

沉淀和工程制造经验积累，有完善的精细化管理体系，有国际化的管理

团队和海外网络，是业内国际化大客户的核心供应商和战略合作伙伴，

规模优势及资源优势明显。产品主要应用于计算机、网络通讯消费电子、

智能移动终端、工业自动化控制、汽车电子等电子整机和智能领域，业务

已形成聚焦发展半导体封测及模组、高端制造、自有品牌（以计量产品为

主）三大产业领域的发展模式，公司未来将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着

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关于集成电路半导体封测及模组领域：公司目前是国内唯一具有从

集成电路高端DRAM/Flash 晶圆封装测试到模组成品生产完整产业链的企

业，具备多层堆叠封装技术，公司是国内唯一具有与世界知名中央处理

器制造商开展测试验证合作资质的企业，所经测试过的存储器产品可直

接配套其服务器投向市场，协助国内产业链上下游实现其平台的快速验

证。

目 前 公 司 芯 片 封 测 产 品 主 要 包 括

DDR3、DDR4，LPDDR3、LPDDR4、eMCP、USB、eMMC、ePOP、SSD、3D NAND以及

Fingerprint指纹芯片等，具备wBGA/FBGA等国际主流存储封装技术，在

此基础上不断研发先进封装FlipChip/超薄晶圆隐形切割技术、嵌入式系

统级芯片封装技术。

在存储产品领域，目前产品主要包括内存模组、 USB 存储盘（U

盘）、Flash 存储卡、SSD 等存储产品，公司采用行业领先的生产制造工

艺，为客户提供包括SMT制造、测试、组装、包装及全球分销服务，提供存

储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测的配套业务。

关于高端制造领域：作为电子产品先进制造企业，经过三十五年的

发展，是业内国际化大客户的核心供应商和战略合作伙伴，并为全球多

家一线品牌厂商提供技术制造服务，近年来，公司持续深化与该等业务

客户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业务主要包括计算机存储、通讯与消费电子、医

疗器械、汽车电子等。

在计算机与存储方面：公司有35年的业务历史，掌握硬盘磁头与硬

盘盘基片核心制造技术，拥有自主产权的全自动高精密头堆、盘基片生产

线，目前产品包括硬盘磁头、硬盘电路板和盘基片。目前传统硬盘在大型

计算机、视频监控等大容量存储及数据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依然有突出优

势，且这个趋势将维持较长时间，未来公司将不断调整产品结构，持续

加强技术工艺的改进与研发，跟随国际客户的发展，持续引入存储服务

器、固态硬盘等业务的生产，延伸业务产业链。

在通讯与消费电子方面：由于国际局势及全球新冠疫情等因素，该

业务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公司通过内部挖潜，在不断提升产线自动



化和智能化的同时，持续提升成本管控能力，降本增效已初见成果。公司

根据该业务整体战略布局，已在积极拓展新客户的业务渠道。

在医疗器械业务方面，深科技拥有通过广东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

验所检测的无菌净化生产车间，具备医疗产品联合设计和制造能力，目

前产品包括呼吸机、腹膜透析加温仪、智能血糖仪、医用手术显微镜等。

在汽车电子业务：包括动力电池、超级电容等，动力电池领域公司与

全球知名的汽车动力电池系统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目前已有数款产品进

入量产阶段。在超级电容领域，公司与国际顶级超级电容厂商形成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目前主要客户为 MAXWELL和TECATE，单体制造生产线也

已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公司未来将积极布局超级电容相关技术工艺的提升

和产业化，运用自身丰富的EMS经验及先进技术，为客户提供高水平的生

产制造服务。

关于自有品牌领域：主要以计量产品为主，由控股子公司深科技成

都运营，该公司主营智能水、电、气等能源计量管理系统的全套解决方案

及配套产品和服务，拥有20多年研发、营销及先进制造的丰富经验，已累

计向全球30个国家80家电力公司出货智能电表6000余万台，在欧洲、亚

洲、非洲和中南美洲等地区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是最早将“中国设计”

和“中国制造”输入欧洲的智能电表企业，以“品质、技术、服务”赢得

了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等多个国家电力公司的青睐与信任。未来深科技

成都将进一步提高技术研发实力，为市场提供更专业、更经济的智能用电

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在新冠疫情大背景下，深科技成都业务

再创佳绩，营收同比大幅增长。

1、问：请介绍集成电路半导体封装与测试的业务情况？

公司作为目前国内唯一具有从集成电路高端DRAM / Flash晶圆封装

测试到模组成品生产完整产业链的企业，近年来持续发展先进封装测试

技术，深入推进存储项目，与国内龙头存储芯片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公司

可提供从芯片封测、SMT制造、IC组装到芯片销售的一站式服务，从封装

晶圆到完成内存成品小于7天,在行业内位于领先水平。

沛顿科技专注存储封测16年，在存储器DRAM方面具备世界最新一代

的 产 品封测技 术 ，封测技 术水平与 国 际一流企业同步； 在



WBGA、FBGA、FCBGA存储封装形式的工艺水平始终保持紧跟世界先进水

平，目前主力产品包括3D NAND，DDR4, LPDDR4等；封装能力覆盖存储类

全产品线，拥有精湛的多层堆叠封装工艺技术；拥有强大的系统级SiP封

测能力可支持5G技术，积极支持国内自主可控的芯片封测产业链。可基于

现有系统级封装技术，将不同功能不同种类的晶片整合到一个芯片内，

实现设计特种功能。广泛应用于多产品线与应用行业，比如5G芯片，射频

相关通讯类芯片，以及消费电子主芯片等应用。面对国内外存储芯片向高

速、低功耗、大容量发展的趋势，公司继续推动DDR5、GDDR5等新产品的技

术开发。未来，深科技将继续保持在高端内存存储器封装测试行业的领先

优势，致力于打造国内集成电路制造完整产业链。

2、问：半导体行业的景气度如何，公司的竞争优势如何

半导体被称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是科技发展的风向标，广泛应

用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根据WSTS统计数据， 存储芯片属于半导体产

品，占比集成电路产值近30%，受摩尔定律的支配，整体行业技术发展极

快。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存储器下游产品容量需求提升迅速以及新兴应

用市场不断被开辟，长期来看，存储器行业整体呈现高成长特性。

半导体行业的客户一般导入周期长且准入门槛高的特点，在通过客

户验证形成合作后，业务稳定性较强且客户粘性较大，公司经过多年积

累拥有优质的客户资源，与此同时，公司与国内知名半导体企业展开密

切合作，在此背景下，预计未来国内客户订单规模将有望持续提升。

3、问：定增募集资金投资存储先进封测与模组制造项目情况

公司于10月17日发布非公开发行预案，计划募集不超过17.10亿元建

设存储先进封测与模组制造项目。整个项目由合肥沛顿存储科技有限公司

实施，预计投资30.60亿元，建设内容包括：（1）DRAM 存储芯片封装测

试业务，计划全部达产后月均产能为4,800万颗；（2）存储模组业务，

计划全部达产后月均产能为 246 万条模组；（3） NAND Flash 存储芯

片封装业务，计划全部达产后月均产能为 320 万颗。建设期3年，预计全



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28.63亿元，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15.22%。

4、问：本次募投项目的预期回报情况如何？对此公司是否有战略意

规划？

据公司测算，该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8.63亿元，项

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15.22%，投资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7.59年。

本项目实施后，可满足客户较大需求的DRAM、Flash存储芯片封测以

及DRAM内存模组制造业务，有助于国内存储器芯片封测的深度国产化。随

着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打破国内存储器领域对进口产品的依赖

和技术壁垒，加速存储器国产化替代进程，提升国产存储器芯片的产业

规模，促进我国存储器产业链发展。

5、问：沛顿科技在项目公司的出资来源

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8933 万股（不超过发行前

公司股本总数的6.07%）募资总额不超过17.10 亿元，作为沛顿科技向沛

顿存储的出资资金，沛顿科技将以自有资金缴付首期出资款，待公司收

到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后再予以置换。

6、问：请介绍项目的技术来源

本项目技术来源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沛顿科技自主研发与长期积累，

沛顿科技存储芯片封装制程采用的是当前高端产品的主流技术，如

wBGA、LGA、SOP、TSOP、QFN、系统级SiP封装技术等，现有产品已实现多达

16层的多晶堆叠技术，最大单颗芯片容量可达到256G。

沛顿科技具备DDR4封装和测试技术，采用的BGA、LGA等封装技术优势

明显，产品合格率高，交货周期快，产品质量稳定，领先于国内其他竞

争对手；沛顿科技的日本研发团队开发测试方案和程式，提供定制化服

务的支持，技术工艺竞争优势明显。

沛顿科技专注存储芯片封测业务16年以上，拥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封

装和测试生产线，在封测行业已有多年的生产技术积累经验，是国内最

大的DRAM和Flash存储芯片封装测试企业之一。公司产品技术、制造工艺



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

目前，沛顿科技主要从事动态随机存储（DRAM）、闪存（Flash）芯

片、嵌入式存储产品、SSD和指纹逻辑芯片的封装和测试业务，目前主要

为wBGA、DDR3、DDR4，eMCP、USB、SSD闪存芯片以及指纹逻辑芯片等提供封

测服务，是国内唯一具有从高端DRAM/Flash/SSD存储芯片封测到模组、成

品生产完整产业链的企业。

7、问：沛顿科技的测试技术水平如何

公司是国内唯一具有与世界知名中央处理器制造商开展测试验证合

作资质的企业，所经测试过的存储器产品可直接配套其服务器投向市

场，协助国内产业链上下游实现其平台的快速验证。

2017年深科技成立了日本子公司设立日本研发团队，团队技术人员

具有30多年的测试程序开发经验，开发测试方案和程式，提供定制化服

务,深圳团队经历了16年打磨，具备精湛的DRAM技术能力，研发团队不仅

可以软件开发，还具备硬件设计能力。截至2019年，沛顿科技累计申请专

利29项，已授权专利24项，累计获得软件著作权20项。

8、问：各投资方占股情况如何

沛顿存储注册资本30.60 亿元，深科技全资子公司沛顿科技、大基金

二期、合肥经开投创和中电聚芯分别出资17.10亿元、9.50亿元、3 亿元和

1 亿元，依次持股55.88%、31.05%、9.8%、3.27%，深科技拥有绝对控股

权。

9、问：对外投资设立沛顿存储会对公司产生什么影响

本次投资旨在满足市场高性能存储芯片未来发展及新增产能持续扩

张需求，打造公司集成电路半导体业务的长远竞争力，是公司寻求更高

水平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符合公司集成电路战略发展及产业布局规划，

在满足现有客户产能持续扩张需求的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拓展集成电路业

务的经营渠道，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本次投

资将为公司未来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10、沛顿今年和未来如何满足客户产能需求

目前客户业务主要集中在深圳园区生产，公司随着客户产能提升公

司已进行相应的厂房扩建和设备投资，以满足客户产能快速提升的需

求，未来相关项目建成后，将可满足国内外市场高性能存储芯片未来发

展及客户新增产能持续扩张需求，进而打造公司集成电路半导体业务的

长远竞争力。

11、问：公司目前的产能布局情况以及在建项目的情况如何？

目前深科技已有深圳、苏州、惠州、东莞、成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产

业基地，公司产能持续扩张，东莞三期、重庆产业项目、马来西亚二期均

在建设中。

12、问：公司目前产业基地情况如何？

公司推进海外走出去战略，在全球产业链核心地区进行产业布局，

贴近大客户配套生产，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设有产业基地，在日本

设有研发基地，在美国设有新产品导入基地。目前公司已建有深圳、苏

州、东莞、惠州、成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产业基地。其中成都智能制造产

业基地启动建设，未来可进一步满足公司计量系统产品研发制造业务快

速增长所带来的产能需求。公司国内外产业基地的战略布局，为进一步开

拓国内外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13、问：深科技城建设如何？

深科技城一期位于深圳市福田中心区，将建有三栋产业研发用楼和

商业建筑，受新冠疫情影响及旧改制约等因素，项目工程进展有所调整。

深科技城项目未来将建成以“科技、研发、金融、专业服务”为核心产业



聚集的城市创新综合体，在满足自用的前提下将以出租为主，届时将为

公司带来更为充沛的现金流。

14、问：公司有哪些留住人才的措施

公司非常重视中高端人才的引进、培养和发展，公司具备健全完善有

效的激励机制，不断培养提供德才兼备、管理与技术兼修的创新人才，在

此基础上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多渠道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在国际

化经营中稳定骨干团队，保持企业人才稳定性。

15、问：公司在医疗产品业务的布局和进展情况？

医疗大健康未来前景和市场容量非常巨大，深科技看好这个板块的

商机。深科技拥有通过广东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所检测的无菌净化生

产车间，具备医疗产品联合设计和制造能力，目前产品包括呼吸机、腹膜

透析加温仪、智能血糖仪、医用手术显微镜等。深科技先后荣获全球最大

呼吸机品牌商的最佳供应商奖及优秀供应商奖。未来公司将通过不断扩大

医疗器械研发团队，加大“家用医疗产品”“便携式医疗器械”及“慢

病管理类医疗器械”的生产技术研发投入，持续满足客户对未来产品的

质量和生产技术升级需求。

16、问：智能电表未来发展情况？

在计量系统业务领域，公司具备20多年欧洲智能电表项目的丰富经

验，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在英国、荷兰、韩国、泰国、成都、香港等地

设立了分支机构，与多个地区国家级能源事业单位客户建立了合作关

系。2020年上半年，在新冠疫情大背景下，深科技成都业务再创佳绩，营

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并新开拓了奥地利、葡萄牙、科特迪瓦及沙特等国

家的客户。

17、问: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情况

在动力电池领域，公司与全球最知名的电动汽车公司及国内最大动

力电池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已有数款产品进入量产阶段，未来双



方有望在新能源汽车电子方面通过发挥产业链优势，共同做大做强新能

源汽车业务。

在超级电容领域，深科技与国际顶级超级电容厂商形成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目前主要客户为MAXWELL和TECATE，导入的两条单体制造生产

线已形成批量生产能力，累计出口单体超200万只。公司未来将积极布局

超级电容相关技术工艺的提升和产业化，为公司在该领域的快速发展奠

定基础。公司未来将积极布局超级电容相关技术工艺的提升和产业化，进

一步提升超级电容在新一代新能源汽车电子中的应用，为深科技在该领

域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18、问：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情况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公司紧紧围绕战略布局，

在现有电子产品先进制造服务核心业务基础上，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已形成聚焦发展半导体封测、高端制造、自主品牌（计量系统为主）

三大产业领域的发展模式。2020年1-9月，公司稳步推进国内外市场开

拓，持续深化与行业高端客户业务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产品综合毛利率

提升，带动了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2020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105.72亿

元，同比增长4.81%，实现归母净利润4.46亿元，同比增长62.25%。报告

期内由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产生外币评估损失以及本期衍生品到期

交割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导致财务费用同比大幅增加，对公司经营业

绩亦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在此情况下，公司仍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3.61

亿元，同比增长170.96%。（详见公司已披露的2020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

接待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定，保证信息

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

况，同时已按深交所要求签署调研《承诺书》。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0年 11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