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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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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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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东吴证券   王平阳、焦鼎     方正证券   傅岳鹏

东吴基金   江耀堃           天弘基金   张磊

平安基金   季清斌           兴全基金   沈安妮

新华资管   耿金文           中海基金   王泉涌

兴业银行   许娟娟           中信保诚   杨柳青

长青基业   刘宇辙           彤源投资   陆凤鸣

盈科资本   周峰春           于翼资产   刘生

永安国富   张文平           长见投资   刘志敏

健顺投资   吴亚霖           韶夏资本   王凛志

筌笠资产   刘金磊           凯丰投资   田明华

中信建投资管   徐博         国联安基金     高诗

国海证券资管   刘航         华安财保资管   李阳

渤海国际信托   郭旺辉       深圳岭南资本   张宪强

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   孙通Tony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易文斐

时间 2021年 1月 15日下午16:00-17:00

地点 东吴证券2021年度策略会-电子专场（线上参会）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阿斌

证券事务专员：孙玉华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第一部分：张阿斌先生介绍了赛微电子的发展历程以及最新

动态，近年来，面向万物互联与人工智能时代，赛微电子已

形成以半导体为核心的业务格局，MEMS、GaN成为分处不同发

展阶段、聚焦发展的战略性业务。与此同时，公司围绕相关产

业开展投资布局，服务主业。基于旺盛的市场需求，赛微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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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服务客户、扩充产能，致力于成为一家立足本土、国际化

发展的知名半导体科技企业集团。

第二部分：张阿斌先生解答提问，主要提问及解答如下：

1、请问贵公司特种电子业务剥离原因是什么？截至目前的最

新进展如何？

答：相较其他可比公司，公司近年来的特种电子业务具有两

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海外市场业务占比较高，以长周期

计算约能占到 50%左右，且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设备整机，是

一级配套厂商，在国际上具有较为敏感的影响；二是公司在

国内服务的客户领域和平台较多，但一直主要担任配套厂商

的角色，在设备整机方面未实现序列化生产供应。

近几年，公司虽然在一直在特种电子业务方面保持了较

高的研发投入，在重点研究领域也有突破性进展，但批量化

产品的成熟有其客观规律并需要较长周期，在受行业改革、项

目进度以及后来COVID-19疫情因素影响，公司同时涉及境内

外且依赖于部分特种项目及部分重点型号产品的特种电子业

务受到了显著影响，产品交付进度差于预期，导致前期保持

投入的项目未达到收入利润的确认节点，以至于近年来特种

电子的多数业务子公司产生亏损。

另一方面，特种电子业务和半导体业务在商业模式、管理

方式、透明程度、供应体系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国际政

治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公司认为随着业务规模

体量的进一步扩大，特种电子业务与半导体业务未来将产生

越来越明显的冲突与相互不利影响。因此，综合各项因素并经

慎重考虑，公司决策逐步将特种电子业务进行剥离（今后相

互独立发展），将有限的精力与资源聚焦、专注于发展具备全

球竞争优势的半导体业务，以把握万物互联与人工智能的时

代机遇。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外转让或正在转让以及已关闭的特

种业务及非核心业务参控股子公司已达 15家。对于截至目前

仍在上市公司体系内非半导体业务子公司的后续安排，公司

将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考虑与决策。总而言之，公司未来的发

展方向是持续聚焦发展半导体业务。

2、请问贵公司北京 MEMS产线的客户意向订单如何？预计的正

式生产与产能爬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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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020年 9月底，公司 8英寸 MEMS国际代工线建成并达到

投产条件，此后至今，公司北京产线一直在结合内部验证批

晶圆的制造情况，调整优化产线，并继续做好人员、技术、工

艺、生产、保障等各方面的工作，同时推进整座工厂建筑的竣

工验收工作。

自开始建设起，公司北京 MEMS产线便于国内的潜在客户

开展技术与产品的沟通交流。产线建成后，公司继续积极推动

与客户的需求沟通与产品验证工作，以准备承接规模较大的

通信、工业及消费电子领域订单，为客户提供MEMS工艺开发

及大规模量产代工服务。

根据公司当前实际建设情况与生产计划，预计 2021年 2

季度实现正式生产，2021 年下半年预计实现 50%的产能，即

月产 5000 片晶圆，2022 年实现一期 100%的产能，即月产

10,000片晶圆；2023年实现月产1.5万片晶圆，2024年实现

月产 2万片晶圆，2025年实现月产 2.5万片晶圆，2026年实

现月产3万片晶圆。

3、请问贵公司瑞典 MEMS产线与北京 MEMS产线未来将如何分

工定位？瑞典与北京产线在工艺开发方面是如何合作的？

答：依据公司 MEMS业务发展的整体规划，瑞典与北京 MEMS

产线是分工协作的互补关系，虽然瑞典产线已具备 8吋线的

量产能力，在纯 MEMS代工企业中产能规模也处于领先地位，

但与 IDM厂商及传统 CMOS代工厂相比，瑞典产线的产能规模

处于整个MEMS代工市场的中等水平，当地扩产后的产线也无

法消化大规模量产订单，比如来自工业、消费电子领域的大规

模订单；北京 MEMS产线运转稳定后，则可以承接规模较大的

工业、消费电子领域订单，提供工艺开发及大规模量产代工服

务，在积累一定的经验后可以涉足工艺更复杂的领域。

北京 MEMS产线成熟后，公司将继续保持瑞典产线的运

营，一方面可以实施跟踪国际 MEMS技术及行业发展、保持技

术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可以协助解决小批量、高工艺难度的订

单。瑞典与北京产线在工艺开发方面的合作是围绕客户需求展

开的，同时也会根据不同国家、行业客户的多样化特点进行安

排。在工艺开发方面，瑞典产线经验丰富、覆盖全面，几乎可

以满足通讯、生物医疗、工业科学和消费电子等各种领域的需

求，在一些 MEMS的新兴应用领域如激光雷达、各类智能传感

器的开发方面具备引领性；而北京产线的定位是国产替代与

规模量产，因此在运转初期会向通信、工业、消费电子领域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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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此后再逐步拓展其他产品与领域。

4、请问贵公司瑞典产线受COVID-19疫情因素的影响如何？瑞

典产线升级完成后的产能提升了多少？良率情况如何？未来

是否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答：实话讲，在 2020 年上半年 COVID-19 疫情刚开始在欧洲

爆发的时候，公司一开始也是非常担心瑞典产线的情况，包

括员工健康、工厂生产以及供应链保障情况等。在那之后，公

司积极与瑞典子公司保持密切沟通，瑞典产线一直采取工作

场所消毒、减少会议及出差、严格执行监控、增加关键库存等

措施进行积极防控，同时由于瑞典工厂位于斯德哥尔摩西北

市郊的工业区、芯片制造本身需要超净工作环境，客观上也有

利于进行疫情的防控。

瑞典产线最新员工人数为 292 人，截至目前有 2名员工

出现新冠感染症状，自 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则累计出

现过 10例，瑞典子公司的做法是安排出现感染症状的员工返

回家中休息观察，症状消失、恢复健康后再返回公司工作，截

至目前未出现更严重的情况，疫情已出现将近一年，瑞典子

公司管理团队心态稳定，认为工厂可以继续做到良好的防

控，也因此瑞典产线一直保持、并有信心继续保持正常运转，

继续努力满足下游客户旺盛的 MEMS代工需求。

自并购开始公司便支持瑞典产线持续扩产。本次历经3年

超过 3亿元人民币的资本投入，2020 年 9月，瑞典原有 6英

寸产线（FAB1）终于升级切换成 8英寸产线，原有 8 英寸产

线（FAB2）亦已完成扩产，合计 MEMS晶圆产能提升至 7,000

片/月的水平，产能在 2019年末的基础上继续提升了30%。

由于不同产品的高度差异化、定制化以及工艺复杂、代工

难度较高，规模效应的发挥难度较大，MEMS代工的良率一般

低于传统 IC制造的良率，就目前情况来看，瑞典产线 70%左

右的良率已属于业内领先水平，由于近年来一直处于升级扩

产状态，产线潜力尚未完全发挥，随着大规模升级扩产工作

的完成，生产逐步稳定，瑞典产线的产能利用率及良率在未

来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5、请问贵公司北京 MEMS产线采用何种固定资产折旧政策？

答：对于公司北京 MEMS产线（FAB3）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

公司严格按照财政税务部门的相关政策和行业惯例执行，机

器设备方面公司目前选择按 10 年进行折旧，厂房按照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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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折旧，北京 MEMS产线的相关资产已从 2020年 10月转固

并按会计准则规定计提折旧。

6、请问贵公司 GaN业务的最新发展情况如何？

答：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代表之一，GaN本身在性能特性

上是一种部分替代性及革命性的材料和器件。基于对5G通讯、

云计算、数据中心、新型电源等领域需求的判断，公司在

2017~2018年即筹划布局GaN外延材料生长及器件设计（相关

子公司2018年设立），截至目前GaN材料及器件方面的研发

及产业化进展比当初设想的要快，材料与器件产品均已有成

熟产品、应用方案并已形成产品序列，下游意向需求旺盛，在

GaN器件方面已签订批量销售合同，公司正积极努力解决稳定

批量供应能力方面的挑战。

对公司而言，第三代半导体属于一项前瞻性布局，产业

及业务的发展有其自身客观规律，公司布局时即清楚该项业

务需要较长时期的投入与培育；作为一种新技术、新产品，它

的成熟还是需要一定的周期。公司近期刚对 GaN业务两家子公

司聚能晶源与聚能创芯的股权结构进行了调整，两家公司的

架构及业务进行合并，以利于 GaN业务的进一步发展。GaN属

于新兴领域，也是我国与欧美日韩国际半导体企业相比起步

时间相差不远、技术差距较小、我国消费量较大的分支领域，

从过去几年公司 GaN业务的发展经验看（外延材料性能优

异，市场需求及客户订单积极，面临的挑战在生产环节），

以适当方式布局生产制造环节、最终形成IDM模式或许将成为

一项现实选择。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2021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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