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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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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来访人员 通过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的投资者 

时间 2021 年 5月 17 日 15：00-17:00 

地点 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公司董事长  赵晋荣先生 

董事、总裁  陶海虹女士 

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王晓宁先生 

首席财务官  李延辉先生 

独立董事  陈胜华先生 

保荐代表人  张林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 贵公司年报和一季报可喜，使投资也放心，我想知道的是

目前股价与业绩是否成正比？其估值与股价的空间有多大？

未来三年股价能否突破三百元？谢谢！  

 答：您好！公司经营业绩是投资价值的核心与基础，公司

管理团队将继续努力经营，提升公司价值以回报广大股东。谢

谢！  

2. 由衷祝贺贵公司 2020 年度取得的可喜业绩，同时更期盼

贵公司加大力度做好市值管理，期待再创辉煌。 



 答：您好！感谢您对北方华创长期的关注与支持！ 

3. 看好公司发展远景，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公司发行股份我

们小小股东没有资格，但有一个心声期盼贵公司能够听到和理

解～不要人为的压低股价，尤其请贵公司注重管理和维护公司

市值，也是维护公司形象！  

 答：您好！感谢您的建议和对北方华创长期的关注与支持！ 

4. 半导体制造设备中，用于逻辑处理 LOGIC 和存储 Memory 

的工艺的设备都有哪些？（比如 PVD，刻蚀）大概有多少金额？

哪些主要客户？  

 答：您好！公司集成电路设备刻蚀机、PVD、立式炉、清

洗机广泛应用于逻辑芯片和存储芯片制造领域，是国内主流供

应商。更多相关信息可参考公司年报。谢谢！ 

5. 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详情，按照工艺来分，以及按照市场应

用来分，分别是多少？  

 答：您好，公司半导体制设备可用于刻蚀工艺、薄膜沉积

工艺、氧化/退火工艺、清洗工艺等，应用领域包括集成电路、

半导体照明、新能源光伏、新型显示等。更多相关信息可参考

公司年报。谢谢！  

6. 14nm 设备达到量产水平了吗？10nm 设备的研发状况如

何？ 

 答：您好！公司先进制程工艺设备处于研发与验证阶段。

谢谢！  

7. 北方华创 2019 年公告向“北京集成电路装备创新中心有

限公司”投资 5000 万元合作开展集成电路装备相关技术的研

究与开发。但根据最新工商查询，北方华创已退出该公司的股

东名册，请问贵公司退出的原因以及后续的合作研发安排。 

 答：您好！2019 年公司公告计划认缴 5000 万元对北京集

成电路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投资，后根据上市公司资金状

况，经股东协商一致，现已退出该公司。谢谢！  



8. 请问公司资本化研发费用的摊销目前是记入在利润表哪

个科目？ 

 答：您好！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将资本化研发费用

摊销计入利润表的研发费用中。谢谢！ 

9. 贵公司市盈率真高啊，看着挺害怕，什么时候才能将科研

成果转换效益？快速提升利润，降低市盈率。 

 答：您好，近年来公司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不断开

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营业收入和利润均实现了持续增长。

谢谢！  

10. 请问由于全球缺芯,晶圆厂的扩产,北方华创设备方面在

国产替代方面,有没有突飞猛进的飞跃, 订单有排满吗？ 

 答：您好！公司始终秉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发展理念，

近年来多种产品成为客户的首选，目前订单情况良好。 

11. 请问 2020 年贵公司光伏设备在整个电子装备里面占比多

少？ 

 答：您好！公司电子工艺装备中集成电路及光伏设备增长

较快。谢谢！  

12. 请问贵公司几十亿的研发投入，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取得成

果回报？  

 答：您好！公司始终围绕客户需求进行新技术和产品开发，

近年来的公司的研发成果陆续实现了产业化，经营业绩也保持

了较好的增长。谢谢！  

13. 今年公司产品会有新的突破吗？ 

 答：您好！公司始终围绕客户需求制定产品开发计划，加

快新产品开发，重点推进集成电路核心工艺设备研发和验证进

程，抓住核心客户扩产建线带来的市场机遇，快速实现产业化。

谢谢！  

14. 贵公司的 14 纳米刻蚀机量产销售了吗？ 

 答：您好！公司先进制程工艺设备处于研发与验证阶段。



谢谢！  

15. 请问一下 贵公司 2021 年订单情况？ 

 答：您好！目前，公司订单情况良好。谢谢！ 

16. 现在半导体方向是要突破摩尔定律，第三代半导体。公司

作为半导体设备商，如何适应这种方向，是否有压力？ 

 答：您好！公司非常关注产业技术的发展趋势，在超越摩

尔方向进行了多年的产品布局，始终围绕客户需求进行产品开

发。谢谢！ 

17. 请问公司现在 14nm、10nm、7nm 工艺的研发进展如何？年

报中未详细说明。 

 答：您好！公司先进制程工艺设备处于研发与验证阶段。

谢谢！  

18. 尊敬的海虹总裁辛苦了！我想请问贵公司在先进制程工艺

上是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性进展，您可否给关心陪伴北方

华创成长的投资者以希冀和信心，谢谢！ 

 答：您好！公司持续跟踪技术发展趋势，一直秉持以客户

需求为导向的发展战略，集成电路先进制程产品目前处于研发

阶段。谢谢！  

19. 首先感谢北方华创整个团队辛勤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绩！

向你们道一声辛苦了！作为一名华创投资者想知道在后摩尔定

律时期贵公司是否有充足的战略部署以及前沿的技术储备来

支撑公司未来更好的发展，谢谢！ 

 答：您好！公司非常关注产业技术的发展趋势，在超越摩

尔方向进行了多年的产品布局，始终围绕客户需求进行产品开

发，目前进展良好。谢谢！  

20. 请问公司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是否会因为定增问

题有市值管理的情况出现 ？ 

 答：您好！公司本次定增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

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公司主营业务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有利



于提升市场影响力，提高整体盈利水平。谢谢！  

21. 请问刘鹤在会议上提及的后摩尔时代，贵公司目前是如何

布局的？ 

 答：您好！公司在超越摩尔方向进行了多年的产品布局，

始终围绕客户需求进行产品开发。谢谢！  

22. 请问 2020 年公司电子工艺装备的营业收入中，集成电路、

面板、光伏等不同应用的收入分别是多少？相应的毛利变化如

何？2021 年一季报中合同负债对应不同应用的金额分别是多

少？  

 答：您好！公司电子工艺装备收入中，集成电路及光伏设

备增长较快，2020 年度公司电子工艺装备综合毛利率为

29.44%。随着公司装备业务订单增加，2021 年一季度合同负

债相应增长。谢谢！  

23. 董事长，您好，我想问下 20 年贵公司刻蚀机出货的各制

程占比，如 28nm 多少台，14nm 多少台? 

 答：您好！公司集成电路先进制程产品目前处于研发阶段，

成熟制程多种产品相继进入量产阶段，实现批量销售。谢谢！

  

24. 北方华创最尖端的技术体现在哪个方面? 

 答：您好！公司建立了以刻蚀技术、薄膜技术、清洗技术、

精密气体计量及控制技术，及高真空、高压、高温热处理技术

等为主的核心技术体系，形成了产品种类多、工艺覆盖广、多

工艺整合的技术协同优势，增强了技术创新能力。谢谢！  

25. 前段时间公司公告了定増预案，请问目前进展如何？老股

东是否有跟投？  

 答：您好！公司 5 月 10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定

增预案，目前正在筹备向证监会申报材料，本次发行采用询价

方式，投资方尚未确定。谢谢！  

26. 财务李总，请问未来几年贵公司能否取得政府补助，补助



方向主要包含哪些？大致预测金额有多少  

 答：您好！未来的补助方向和金额无法预测。谢谢！ 

27. 贵公司真的在超越摩尔方向能够取得科研成果吗？如果

实现，将直接绕开 7 纳米，大幅提升算力，引领我国芯片行业

进入一个新时代，可喜可贺，预祝贵公司早日成功。 

 答：您好！非常感谢您对北方华创的关注与支持！  

28. 请问公司本次定向增发是否有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二

期参与？  

 答：您好！公司本次定向增发采用询价发行方式，投资方

尚未确定。谢谢！  

29 你好，北方华创公司经营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答：您好！目前公司订单情况良好，生产经营正常。谢谢！ 

29. 董事长，您好，我想问下公司现有半导体设备产能情况。

由于今年半导体缺芯潮，公司下游客户的设备采购规模增速较

快，公司现有产能是否能相匹配，产能有没有达到瓶颈，影响

接单情况？  

 答：您好！近年来，随着业务增长，公司对亦庄基地进行

了二期扩建，平谷基地也进行了产能扩充，但仍略显紧张。为

满足后续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在北京新建生产基地。更多信

息请参考公司非公开发行相关公告。谢谢！  

30. 总裁，您好，想问下本公司已经量产的如 28nm 的刻蚀机、

CVD\PVD 设备等的主要半导体设备，使用寿命是否能接近国外

巨头的水平？成本相比有优势吗？  

 答：您好！公司多种成熟制程设备实现量产销售，并获得

客户良好评价，公司在成本控制、客户服务等方面也具有一定

的优势。谢谢！  

31. 请问贵公司在管理内控方面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发生

了风险？  

 答：您好！目前公司订单情况良好，生产经营正常。谢谢！ 



32. 你好！贵公司 2021 年一季报显示预付款占营业成本的

60%，这是否意味着贵公司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较低?  

 答：您好！公司预付账款为报表日预付给供应商的现金余

额，营业成本为报表期间结转收入时对应确认的相关成本，两

种数据口径不同。谢谢！ 

33. 你好，北方华创有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技术？  

 答：您好！公司多年来坚持开展自主研发，新产品投产数

量不断增加，知识产权数量逐年增长，截至 2020 年末，累计

申请专利 5,141 件，累计获得授权专利 2,894 件。谢谢！ 

34. 请问北方华创和中微公司的刻蚀机竞争关系怎样？国内

客户谁的市场份额大些？  

 答：您好！北方华创 ICP 刻蚀有丰富的经验，在很多工序

上已经获得客户认可，公司将持续加大投入，不断赢得客户的

信赖。谢谢！  

35. 请问是否有重组并购计划？ 

 答：您好！公司没有重组并购计划。谢谢！  

36. 目前关于半导体设备国产替代的讨论很多，而台积电在南

京即将扩产，请问，公司是否会给南京台积电供应设备？

 答：您好！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积极

寻求与各地区、各类型客户开展广泛合作。谢谢！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2021 年 5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