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股票名称：中微公司                         股票代码：68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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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德邦证券、信诚基金、诺德基金、德邦资管、孚石
投资、国金半导体、中银资管、磐耀资产、标朴资
产、Willing Capital、台湾礼正投顾、东北证券、
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西部利得、华安资产、
新华资产、银华基金、中信自营、钦沐资产、摩根
华鑫、上海泾溪投资、汐泰投资、鹏扬基金、工银
瑞信、天安人寿、国泰基金、九泰基金、上海顶天
投资、中融基金、金塔投资、前海人寿、盛盈资
本、信达证券、天安财险、中加基金、合众资管、
江南泽融投资、中信建投证券资管、北京成泉资
本、混沌天成、国盛证券、嘉合基金、百年保险、
广发证券、永赢基金、宁波银行理财子公司、东
方证券、安信证券、中银基金、海通创新、浙商证
券、嘉实基金、华西证券、方正证券、天风证券、
宝盈基金、国海富兰克林、中银证券、长江证券、
中信建投、百年保险资管、弘毅远方基金、纯达
基金、长信基金、浦银安盛、鑫元基金、银叶投
资、华安基金、光大保德信、同泰基金、蜂巢基
金、季华资本、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重
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招商基金、朱雀基金、国
惠基金、鹏华基金、前海开源基金、中信保诚基
金、华商基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阳光资管、华金证券、国联证券、第一创业证
券、申万宏源、中国银河证券、中信银行、沈阳兴
途股权投资基金、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市中金岭南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凌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乘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易知（北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兴银成长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朴海（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翼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盈科创新资管、湖南湘江新区发展有限公
司、昆朋青海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华夏基金、南方基金、新华基金、建信基
金、平安养老、太平洋资产、惠升基金、金元顺安
基金、未来资产、睿郡资产、众晟资产、理成资
产、易正朗投资、晨燕资产、卜元投资、核聚资
产、玄卜投资、新思哲投资、东兴证券、六禾投
资、华富基金、国寿安保基金、华泰保兴基金

时间 2021年 5月

地点 中微公司

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志尧
财务负责人兼副总经理：陈伟文
副总经理：倪图强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刘晓宇
副总裁兼MOCVD产品部总经理：郭世平
证券事务代表：胡潇
财务部高级经理：庄宇峰
董事会办公室经理：周菡清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近况：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刻蚀业务和MOCVD业
务均实现高速增长。营业收入约 6亿元，同比增
长约 46%，其中刻蚀设备实现收入约 3.5 亿
元，MOCVD设备实现收入约 1.3亿元，分别
同比增长了约 64%和 77%。公司毛利率同比增
长约 7个百分点，达到约 41%。实现归母净利
润约 1.4亿元，同比增长约 425%。

问答环节主要内容：

1、公司产品毛利率变化的趋势？
答：公司 2021年一季度毛利率 40.92%，同比
增长 7.06%，主要是MOCVD设备毛利率有一
个比较好的改善。公司关注未来MOCVD设备
用在显示领域的进展。

2、公司用于Mini-Led生产的MOCVD设备目前
在客户端验证进度如何？是否已经取得批量订
单？
答：公司前期与多家客户合作，根据客户需求
进行产线评估验证并取得良好进展。



3、公司主营高端半导体设备前景很好。请问一
下，公司产品的定位如何，公司在细分行业中
是否具有竞争力，企业的整体壁垒如何，公司
的盈利模式是什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答：公司产品定位于高端半导体设备，在刻蚀
设备方面，公司设备已应用于全球先进的 7纳
米、5纳米及其他先进工艺集成电路加工制造生
产线；在MOCVD设备领域，公司MOCVD设
备持续在行业领先客户生产线上大规模投入量
产，保持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公司的创始团
队及技术人员拥有国际领先半导体设备公司的
从业经验，是具有国际化优势的半导体设备研
发和运营团队之一，公司始终保持大额的研发
投入和较高的研发投入占比，多年来积累了深
厚的技术储备和丰富的研发经验。公司主要盈
利模式为从事半导体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通过向下游集成电路、LED芯片、先进封
装、MEMS等半导体产品的制造公司销售刻蚀
设备和MOCVD设备、提供配件或服务实现收
入和利润。

4、公司的MOCVD设备在每年新增市场份额目
前已达到 70%以上，未来MOCVD的增长是在
现有的还是新产品上？目前新产品验证或者销
售情况如何？
答：公司MOCVD设备目前在氮化镓基 LED领
域取得了领先的优势，未来会在保持当前市场
地位和技术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在 Mini-LED
新型显示及功率器件等领域进行布局。公司会
研判市场动向，不断根据客户及市场需求推出
新的MOCVD设备，涵盖不同的应用市场。

5、公司设备产品的转销周期大约是多长时间？
答：公司设备类业务流程主要为：取得订单
后，按订单生产，工厂验收后交付客户安装调
试，调试完成取得客户确认后结转销售收入，
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的定制化程度较高，下游客
户对规格型号、产品标准、技术参数等方面的要
求不尽相同，产品结构和功能存在差异，公司
不同机台、与不同客户的交付时间、验收通过确
认收入时间差异较大，具体转销时间取决于客
户确认进度，从安装调试及试运行后通过客户
验收并确认收入的时间。



6、未来国内半导体设备行业发展面对的挑战有
哪些？
答：国内半导体设备行业发展主要面临政策环
境、资金、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挑战。

7、刻蚀产品的市场规模多大？产品是通过什么
样的方式进行定价？
答：根据市场机构统计，2020年全球刻蚀设备
市场规模约为 120亿美元。产品是通过与客户协
商定价。

8、公司的 CCP刻蚀产品已经在国内客户端有了
一定的市场占有率，请问公司 ICP刻蚀产品目
前的发展情况？
答：公司的电感性等离子刻蚀设备已经在多个
逻辑芯片和存储芯片厂商的生产线上量产，截
止 2020年底，公司的 ICP设备 Primo Nanova
设备已有 55个反应台在客户端运转，经过客户
验证的应用数量也在持续增加。根据客户的技
术发展需求，公司正在进行下一代产品的技术
研发，以满足 5纳米以下的逻辑芯片、1X纳米
的 DRAM芯片和 128层以上的 3D NAND芯片
等产品的 ICP刻蚀需求，并进行高产出的 ICP
刻蚀设备的研发。

9、目前成熟制程的产能较紧缺，且国内晶圆厂
未来在成熟制程上扩产规模较大，公司近几年
投入较多研发到先进制程，请问在成熟制程
中，公司的刻蚀设备份额、可做应用数量能否
进一步提升？与国内晶圆厂的合作情况如何？
答：中微公司不断在客户验证更多成熟工艺和
先进工艺，在 CCP和 ICP刻蚀方面的应用拓展
都取得了良好进展。

10、公司的刻蚀设备和MOCVD设备的技术水
平基本比肩国外，但是公司的刻蚀设备市占率
还不是很高，从高端设备放量这块，主要是产
能的扩充，还是客户渠道的拓展？
答：主要还是客户需求的放量，公司受益于下
游的持续扩产。

11、在薄膜设备这块，公司的发展情况？
答：公司看好薄膜设备未来的市场成长，已就
产品开发组建了专业的技术和营运团队，目前



在前期产品研发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准备工
作。

12、公司设备的单价情况以及变化趋势？
答：公司现有的产品价格稳定。公司将进一步
强化在高端设备领域的技术优势并丰富产品结
构，将不断推出新的、更有竞争力的产品，以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

13、请介绍一下公司目前的供应商情况以及是
否会出现“卡脖子”的问题？
答：公司建立了全面的供应商评价管理体系，
公司主要零部件供应商数量较多且保持良好的
合作关系，单一供应商采购金额占比不高，其
中核心零部件的采购采取多厂商策略，分布在
全球各地。

14、请问目前公司技术人员流动是否是正常水
平。对于留住人才有什么具体措施？
答：公司给员工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福
利，作为科技创新型企业，公司秉承扁平化的
组织架构和全员股权激励原则，通过员工持股
安排等措施以保障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性。

15、请介绍一下本次再融资募集资金投向？
答：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
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15%，即本次发行不超过
80,229,335股。总金额不超过 100亿元（含本
数），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净额将用于以下方向：
1、中微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31.7亿元。其中中微临港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地块总占地面积约 157.5亩，规划总建筑面积
约 180,000㎡；中微南昌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占
地面积约 130亩，拟新建生产基地建筑面积约
140,000㎡。本项目建成并达产后，主要用于生
产集成电路设备、泛半导体领域生产及检测设
备，以及部分零部件等。临港产业化基地将主
要承担公司现有产品的改进升级、新产品的开
发生产以及产能扩充；南昌产业化基地主要承
担较为成熟产品的大规模量产及部分产品的研
发升级工作。中微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拟扩充
和升级的产品类别为等离子体刻蚀设
备、MOCVD设备、热化学CVD设备等新设备、



环境保护设备；
2、中微临港总部和研发中心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 37.5亿元。研发投入将用于新产品的研发
工作，除等离子体刻蚀设备、薄膜沉积设备等
优势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外，还将开展前瞻性技
术研究、推动集成电路生产设备及零部件国产
化、推进泛半导体设备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
等；
3、科技储备资金，拟投入募集资金 30.8亿元。
将用于满足新产品协作开发项目、对外投资并
购项目等需求。

16、再融资目前的进展情况？
答：公司于 2021年 3月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645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
册申请；目前公司正按照计划进行定增的相关
准备工作。

17、请问公司目前的专利情况如何？
答：公司注重专利保护，建立了严格的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已申请
1,755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1,517项；已获授
权专利 1,092项，其中发明专利 917项。

18、请介绍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规划？
答：中微公司将采取三个维度的发展策略。第
一个维度是从目前的等离子体刻蚀设备，扩展
到化学薄膜设备，和刻蚀及薄膜有关的测试等
关键设备。第二个维度是，扩展在泛半导体设
备领域的产品，从已经开发的用于制造 MEMS
和影像感测器的刻蚀设备、制造蓝光 LED的
MOCVD设备，扩展到更多的微观器件加工设
备，及制造深紫外 LED、Mini -LED、Micro-
LED等微观器件的设备产品。第三个维度是探
索核心技术在环境保护、工业互联网等领域，
以及在国计民生上的新的应用。
公司还将继续通过有机生长，不断开发新的产
品，不断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同时，公司将
在适当时机，通过投资、并购等外延式生长途
径，扩大产品和市场覆盖，向全球集成电路和
LED芯片制造商提供极具竞争力的高端设备和
高质量服务，为全球半导体制造商及其相关的



高科技新兴产业公司提供加工设备和工艺技术
解决方案，助力他们提升技术水平、提高生产
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