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三板不缺“科技感” 汇聚逾百家半导体公司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在强调自主可控的背景下，我国半导体产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汇聚大量中小企业的新三板市场，也聚集了一大批半导体产业链上的公司。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涉足半导体领域的挂牌公司有119家，占新三板市场的比例为1.13%。由于制造环节投资金额极高，这119家公司主要围绕封装测试、芯片设计、材料与设备等环节布局。还有部分挂牌公

司的主营为半导体器件分销。

集齐四类产品

半导体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产品，分别是集成电路（微处理器、逻辑IC和存储器）、光电子器件、分立器件和传感器，其中集成电路的市场规模超过八成。 上述119家挂牌公司中，集成电路领域的公司最多，其中芯片设计公司

涉足的场景也颇为多元；分立器件和传感器的挂牌公司不少，不乏佼佼者。

集成电路方面：艾为电子专注于数模混合、模拟、射频等IC设计，产品品种众多，遍布手机、人工智能、物联网、汽车电子、可穿戴和消费类电子等众多领域的智能终端产品。 公司是工信部认定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上海市

科委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截至6月底，公司共获得在有效期内的软件著作权3项、发明专利54项，实用新型专利137项，集成电路布图证书373项。 上半年艾为电子实现销售收入5.08

亿元，同比增长26.67%；净利润为4884.94万元，同比增长8.97%。

分立器件方面：星海电子的主营业务为功率二极管、整流桥、分立器件芯片等半导体分立器件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 公司表示，要在现有市场的基础上面向新电源、光伏产业、智能电器、汽车电子等高端客户，提供高

附加值的半导体分立器件产品，进一步提高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成为全球半导体分立器件供应商中的知名民族品牌。 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12亿元，同比增长1.82%；净利润为1111.73万元，同比增长283.22%。

传感器方面：奥迪威是专业从事敏感元器件和传感器及相关模组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主要产品包括车载超声波传感器、超声波流量传感器、数字测距模组、避障传感器及模组、超声波雾化换能器件及模组、

报警发声器、压触传感器等，这些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电子、环境与健康电器、智能仪表、安防通讯等领域。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4亿元，同比增长7.48%；实现归母净利润718.69万元，同比增长1313.91%。

光电子器件方面：三优光电为客户提供高品质和高性价比的半导体激光器/探测器、系列光收发组件及激光光源、光电探测和传感系列产品，在5G、大数据、物联网传感器、电力电子等应用领域，设计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芯片。 公司已建成国内领先的25G产品量产专线， 成为应用于5G光通信、 数据中心的高速光器件的国内外主要供应商。 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1亿元， 同比增长168.68%； 归母净利润为2476.87万元， 同比增长

1255.48 %。

公司体量偏小

与上市公司相比，当前新三板市场的半导体公司体量偏小。 Choice数据显示，上述119家公司（2家未按期披露财务报告）2019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72.92亿元，均值为1.48亿元；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7.27亿元，均值为621.23

万元。 参照申万二级行业，62家A股半导体公司2019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633.19亿元，均值为26.34亿元；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97.17亿元，均值为1.57亿元。

研发投入方面的差距更是不小。 Choice数据显示，上述119家公司2019年合计投入研发费用13.62亿元（4家无此项数据），均值为1184.09万元，最大值为1.47亿元；同期62家A股半导体公司的研发费用为170.42亿元，均值为

2.75亿元，其中3家公司研发费用超过10亿元。

从新三板内部看，收入分化明显。 翰博高新、利尔达、艾为电子三家公司2019年收入超过10亿元，连城数控、铭凯益、德鑫物联和瑞可达四家公司2019年的收入介于5亿-10亿元，34家公司2019年的收入介于1亿-5亿元。 同

时，还有46家公司2019年的收入低于5000万元。

盈利方面亦是如此。 上述119家公司中，81家公司2019年的归母净利润低于1000万元，占比接近七成，其中30家公司亏损；仅有10家公司去年盈利超过3000万元，占比不足一成。

尽管两个市场的半导体公司体量存在差距，但不少半导体上市公司都曾在新三板挂牌，这也说明新三板不乏发展潜力的优质公司。 随着新三板改革的推进，激活了挂牌公司向上发展意愿。 多位资深市场人士认为，公开

发行、转板机制为优质挂牌公司打开成长壮大的制度“天花板” 。

首批精选层企业之一连城数控系半导体设备厂商。 招股书显示，公司是一家技术领先的光伏及半导体行业晶体硅生长和加工设备供应商，主要产品包括单晶炉、线切设备、磨床和氩气回收装置等产品。 截至6月底，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获授权的专利项目66项。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6亿元，同比增长7.17%；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同比增长19.29%；研发费用为2547.94万元，同比增长30.18%。

也有半导体挂牌公司选择去A股市场。 比如，艾为电子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8月6日公司向上海证监局报送了上市辅导备案材料。

再迎政策利好

近期，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简称《若干政策》)。 《若干政策》包括财税、投融资、研究开发、进出口、人才、知识产权、市场应用、国际合作等八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支持

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大力培育集成电路领域和软件领域企业。 在财税政策支持方面，除了继续实施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增值税优惠政策外，免税力度和持续时间较过往政策均大幅提高。

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软件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

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接续年度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根据《若干政策》，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将通过多种方式获得资金支持。《若干政策》提出，充分利用国家和地方现有的政府投资基金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鼓励社会资本按照市场化原则，多渠道筹资，

设立投资基金，提高基金市场化水平。 鼓励地方政府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支持集成电路企业、软件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股权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供应链金融、科技及知识产权保险等手段获得商业贷款。

充分发挥融资担保机构作用，积极为集成电路和软件领域小微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融资担保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若干政策》大力支持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加快境内上市审核流程，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条件的研发支出可作资本化处理。 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科创板、创

业板上市融资，通畅相关企业原始股东的退出渠道。 通过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为不同发展阶段的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提供股权融资、股权转让等服务，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华泰证券点评称，在中国经济由重增速向重质量切换过程中，以工程师红利支撑的科技产业担负着实现经济结构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长期使命，《若干政策》的发布显示了政府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

保障能力的决心。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有望加速实现国产替代，本土 IC设备、材料企业有望在5G物联网的增量需求、自主可控的替代需求当中迎来加速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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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液压专注液压油缸领域

□本报记者 吴勇

日前，全国股转公司发布第17次审议会议结果，万通液压

精选层挂牌申请被暂缓审议。在审议意见中，挂牌委要求万通液

压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王万法被冒名登记撤销的详细情况，目

前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是否充分。

公司专业从事液压油缸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

自卸车专用油缸、机械装备用油缸和油气弹簧。此次公司拟发行

不超过1700万股，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主要用于年产

20000支重载车辆油气弹簧项目、 年产7000套挖掘机专用高压

油缸项目、液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多个问题受问询

在首轮问询中，公司持有类金融企业股权、公司是否具有独立

研发能力及技术竞争力、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客户稳定性等多个问

题被问询。

根据公开发行说明书， 公司代陈修山 (宏丰典当法定代表

人)持有日照宏丰典当12%的股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万法担

任宏丰典当的总经理。 公开信息显示，宏丰典当处于吊销状态，

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 全国股转公司要求公司说明宏丰

典当被吊销的具体原因，吊销的基本情况，王万法是否对其被吊

销负有个人责任。

对此，万通液压回复称，宏丰典当自设立之日起，登记公司

实际控制人王万法为总经理， 根据宏丰典当时任法定代表人陈

修山及王万法本人确认，相关登记系冒名所致，王万法未实际参

与宏丰典当经营，未实际履行宏丰典当总经理相关职责。

据招股书显示，公司披露核心技术不存在外购的情形，但已

获授权的7项发明专利中有6项为受让取得。 全国股转公司要求

公司结合研发团队、投入、设备和技术储备等情况，说明公司是

否具有独立研发能力。

对此，万通液压回复表示，公司已建成一支专业水平高、知

识储备强的研发团队。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共有各类技术人员

49人，占其员工总数的13.92%，相关人员专业或研究方向涵盖

机械设计制造、生产工艺、机电一体化、液压元件与系统、油气弹

簧等领域。

在客户稳定性方面，全国股转公司要求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

内对客户销售量变动情况及原因，结合变动情况补充披露与客户

的合作是否稳定、客户经营情况及需求情况是否存在不利变化。

对此，万通液压回复称，公司与自卸车专用油缸主要客户的

合作主要采用年度合同方式进行， 与机械装备用油缸主要客户

的合同主要采用多订单组成的方式签订， 主要系自卸车专用油

缸与机械装备用油缸的生产特点不同所致。

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出具日， 公司已进入大部分客户的合

格供应商名录， 报告期内公司进入主要客户合格供应商目录的

数量呈上升趋势，公司与主要客户维持着良好的业务关系。

受益工程机械景气度提升

招股书显示，万通液压专业从事液压油缸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公司通过多年的自主研发及生产实践经验的积累，掌握了冷

拔工艺技术、 密封结构优化技术、 活塞杆热处理及表面处理技

术、镜面抛光粗糙度控制技术、双气室蓄能器技术等核心液压油

缸及油气弹簧生产技术，是国内中高压油缸的专业供应商，产品

广泛应用于汽车、采掘设备、工程机械、军工装备等领域。

据了解， 液压传动是指以液体为工作介质进行能量传递和

控制的一种传动方式，采用液压传动的机械即为液压机械。有行

业人士表示， 液压传动已成为现代机械装备与机电产品的重要

基础技术，在工业机械领域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而液压元件是

工程机械液压系统的核心部件， 随着工程机械的景气度持续上

升，液压元件的市场需求也日益增长。

根据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8年全行业完成营业

收入5964亿元，同比增长10.4%；工程机械产品出口在2017年历

史高点的基础上再创新高，达到235.9亿美元，同比增长17.36%。

受益于行业景气度，报告期内（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

1-3月）， 万通液压分别实现营业收入2.46亿元、3.68亿元、3.13

亿元和5304.42万元；归母净利润为2723.35万元、4319.61万元、

4085.4万元和1008.62万元； 毛利率为28.60%、28.10%、27.05%

和35.10%。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2.44亿元、3.65亿元、3.11亿元

和5275.53万元， 占全部营收的比例分别为99.43%、98.96%、

99.20%和99.45%。

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出现下滑。 万通液压

表示，2019年自卸车细分行业受国家实施排放标准及治理 “大

吨小标” 等因素影响，自卸车细分行业的产销量下降；此外，发

行人主动放弃了部分资信状况较差的客户订单， 导致当年营业

收入有所下滑。

客户资源优质

招股书显示，报告期内，万通液压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占比分

别为63.54%、59.83%、69.25%和76.44%。 主要客户为宏昌专用车、

中集陕汽、河南骏通等专用汽车生产改装企业，及郑煤机、兖矿东

华、平阳煤机等煤炭综采装备制造企业。

万通液压表示，优质的客户资源是公司健康稳定发展并保

持持续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在全球采购的大背景下，主机厂商

往往与液压元件行业中具有较强研发实力、 较高生产工艺、较

好质量管控体系等优势的企业保持密切合作，并与之保持长期

稳定合作关系。万通液压介绍，经过多年稳健的发展和积累，公

司已经与下游主要客户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自卸车专

用油缸领域，公司与宏昌专用车、河南骏通、中集集团等公司有

着长久合作；机械装备用油缸领域，公司与采掘设备行业的龙

头企业郑煤机、兖矿东华和山西平阳等大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

作关系；油气弹簧领域，发行人与中航科技旗下企业也保持着

良好业务关系。

上市公司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2019年，国内液压支架的

主要供应商郑煤机、 平顶山平煤机煤矿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和中

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产量逐年攀升，2019年三家企业

合计产出液压支架24.42千架，创造营业收入130.38亿元。

在客户的竞争优势方面，万通液压指出，公司与下游行业龙

头建立了密切的业务关系， 对后来潜在竞争者构成较强的市场

在位壁垒， 充分地保障了发行人在未来国内行业市场中的份额

稳定增长潜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华光源海董事长李卫红：

客户信任比利润数据更重要

□本报记者 段芳媛

“如果我把船舶停了不开， 公司上半年的利润数据要

好看很多。作为一家民企，华光源海在乎的是客户的信任和

口碑。 疫情之时，我们希望客户认可华光源海的担当。 ” 华

光源海董事长李卫红说。

已向湖南证监局辅导报备要上新三板精选层的华光源

海交出的上半年“成绩单” 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3.81亿元，同比增长16.67%；实现归母净利润775.90万

元，同比下降47.21%。 收入增长主要原因是上半年全资子

公司湖南华光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进料加工复出口的电子面

板业务同比大幅增长所致， 增收不增利的主要原因是受疫

情影响公司上半年业务毛利大幅下降所致。

疫情扰动盈利

华光源海主营业务为国际船务代理、国际货运代理、内

支线集装箱运输、国内陆运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 业务范

围涵盖长江中下游各主要港口， 主要经营航线有长沙港至

上海外港江河集装箱航运、 岳阳港至洋山港江海集装箱航

运；代理国际集装箱船公司26家。

公司介绍，疫情直接影响导致物流成本上升、物流效率

下降、运输及回款周期延长等，给企业经营带来挑战。疫情期

间，华光源海洋山航线的江海轮6艘和外港航线的江轮５艘，

全部投入运营，“只要客户有需求， 公司所有船只无论货运量

大小，哪怕放空也做到了准时准点发航。 一方面积极参与抗疫

物资运输配送；另一方面保证货物流通，解客户之所需。 ”

2005年成立的华光源海，近些年来发展势头迅猛。公司

从最早集装箱航运1000吨位江轮发展到2013年的5000吨

位江轮，再到2015年的10000吨级江海轮（系湖南本土最大

内支线江海轮）。2017年11月挂牌新三板以来，公司营业收入

持续上涨，从2017年的4.29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6.81亿元。

目前， 华光源海已成为湖南民营企业最大的综合性国

际物流公司， 也是湖南民营物流企业唯一一家挂牌新三板

的企业。同时，它也是长江中游地区民营物流公司代理国际

班轮船最多的企业。

迈入战略发展期

“2017年至2019年，公司主抓两件大事：内控管理和

IT系统。 公司打造了长江沿线先进的信息系统，数据已与

SIPG码头EDI、海关、海事、税务网络实现无缝对接。 我们

花了3年的时间打好基础。 ” 谈及华光源海的发展规划，李

卫红坦言，“2020年至2021年是公司战略发展期， 我们主

要是聚焦客户，做好分公司、子公司网点布局，为后续的发

展夯实基础。 ”

随着5G时代的来临，信息化渗透进各行各业，华光源

海也与时俱进。公司表示，任何一家客户将货物交给华光源

海后，不仅准时准点，还可以通过线上APP实时查询货物动

态， 享受一键式业务查询和货物动态跟踪等增值服务。 同

时，公司在产品创新、服务提升、营销变革、人才引进提升等

方面苦练内功。

李卫红说：“一家企业要具备做大的能力，必须内功修

炼到位。疫情让企业面临不小压力，但华光源海向好的发展

趋势可期。 ”

华光源海在2020年半年报中表示，公司将继续依靠支

线航运的坚实基础，坚定“船舶运输+代理” 的营销一体化

策略，响应“一带一路” 的政策引导，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能

量， 积极布局长江沿线各港口岸开展国际物流集装箱运输

和代理业务。

新三板不缺“科技感” 汇聚逾百家半导体公司

□本报记者 吴科任

集齐四类产品

半导体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产品，分别是集成电路（微

处理器、逻辑IC和存储器）、光电子器件、分立器件和传感

器，其中集成电路的市场规模超过八成。 上述119家挂牌

公司中，集成电路领域的公司最多，其中芯片设计公司涉

足的场景也颇为多元； 分立器件和传感器的挂牌公司不

少，不乏佼佼者。

集成电路方面：艾为电子专注于数模混合、模拟、射频

等IC设计，产品品种众多，遍布手机、人工智能、物联网、汽

车电子、 可穿戴和消费类电子等众多领域的智能终端产

品。 公司是工信部认定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上海市科委

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和“专精特

新”企业。 截至6月底，公司共获得在有效期内的软件著作

权3项、发明专利54项，实用新型专利137项，集成电路布

图证书373项。上半年艾为电子实现销售收入5.08亿元，同

比增长26.67%；净利润为4884.94万元，同比增长8.97%。

分立器件方面：星海电子的主营业务为功率二极管、

整流桥、分立器件芯片等半导体分立器件产品的研发、制

造与销售。 公司表示， 要在现有市场的基础上面向新电

源、光伏产业、智能电器、汽车电子等高端客户，提供高附

加值的半导体分立器件产品， 进一步提高在国内外市场

的占有率， 成为全球半导体分立器件供应商中的知名民

族品牌。 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12亿元，同比增

长1.82%；净利润为1111.73万元，同比增长283.22%。

传感器方面： 奥迪威是专业从事敏感元器件和传感

器及相关模组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主要产

品包括车载超声波传感器、超声波流量传感器、数字测距

模组、避障传感器及模组、超声波雾化换能器件及模组、

报警发声器、压触传感器等，这些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电

子、环境与健康电器、智能仪表、安防通讯等领域。 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4亿元，同比增长7.48%；实现归母

净利润718.69万元，同比增长1313.91%。

光电子器件方面： 三优光电为客户提供高品质和高性

价比的半导体激光器/探测器、系列光收发组件及激光光源、

光电探测和传感系列产品，在5G、大数据、物联网传感器、电

力电子等应用领域，设计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 公

司已建成国内领先的25G产品量产专线， 成为应用于5G光

通信、 数据中心的高速光器件的国内外主要供应商。 上半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1亿元，同比增长168.68%；归母净

利润为2476.87万元，同比增长1255.48%。

公司体量偏小

与上市公司相比， 当前新三板市场的半导体公司

体量偏小。 Choice数据显示，上述119家公司（2家未按

期披露财务报告）2019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72. 92亿

元，均值为1. 48亿元；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7. 27亿元，均

值为621. 23万元。 参照申万二级行业，62家A股半导体

公司2019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633. 19亿元， 均值为

26. 34亿元； 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97. 17亿元， 均值为

1. 57亿元。

研发投入方面的差距更是不小。Choice数据显示，上

述119家公司2019年合计投入研发费用13.62亿元 （4家

无此项数据），均值为1184.09万元，最大值为1.47亿元；

同期62家A股半导体公司的研发费用为170.42亿元，均值

为2.75亿元，其中3家公司研发费用超过10亿元。

从新三板内部看，收入分化明显。 翰博高新、利尔达、

艾为电子三家公司2019年收入超过10亿元，连城数控、铭

凯益、德鑫物联和瑞可达四家公司2019年的收入介于5亿

-10亿元，34家公司2019年的收入介于1亿-5亿元。同时，

还有46家公司2019年的收入低于5000万元。

盈利方面亦是如此。 上述119家公司中，81家公司

2019年的归母净利润低于1000万元， 占比接近七成，其

中30家公司亏损； 仅有10家公司去年盈利超过3000万

元，占比不足一成。

尽管两个市场的半导体公司体量存在差距， 但不少

半导体上市公司都曾在新三板挂牌， 这也说明新三板不

乏发展潜力的优质公司。随着新三板改革的推进，激活了

挂牌公司向上发展意愿。多位资深市场人士认为，公开发

行、转板机制为优质挂牌公司打开成长壮大的制度“天

花板” 。

首批精选层企业之一连城数控系半导体设备厂商。

招股书显示， 公司是一家技术领先的光伏及半导体行业

晶体硅生长和加工设备供应商，主要产品包括单晶炉、线

切设备、磨床和氩气回收装置等产品。 截至6月底，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获授权的专利项目66项。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4.86亿元， 同比增长7.17%； 归母净利润为1.04亿

元，同比增长19.29%；研发费用为2547.94万元，同比增长

30.18%。

也有半导体挂牌公司选择去A股市场。 比如，艾为电

子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8月6日公司向

上海证监局报送了上市辅导备案材料。

再迎政策利好

近期，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简称《若干政策》)。《若干

政策》包括财税、投融资、研究开发、进出口、人才、知识产

权、市场应用、国际合作等八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支持集

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 大力培育集成电路领域和

软件领域企业。 在财税政策支持方面，除了继续实施集成

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增值税优惠政策外， 免税力度和持

续时间较过往政策均大幅提高。

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

业和软件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

所得税， 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

企业所得税。 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

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接续年度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根据《若干政策》，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将通过

多种方式获得资金支持。 《若干政策》提出，充分利用国

家和地方现有的政府投资基金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

产业发展，鼓励社会资本按照市场化原则，多渠道筹资，

设立投资基金，提高基金市场化水平。 鼓励地方政府建立

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支持集成电路企业、软件企业通过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股权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供

应链金融、科技及知识产权保险等手段获得商业贷款。 充

分发挥融资担保机构作用， 积极为集成电路和软件领域

小微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融资担保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若干政策》大力支持符合条件的集

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 加快境内上

市审核流程，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条件的研发支出可

作资本化处理。 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科创板、创业

板上市融资，通畅相关企业原始股东的退出渠道。 通过不

同层次的资本市场为不同发展阶段的集成电路企业和软

件企业提供股权融资、股权转让等服务，拓展直接融资渠

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华泰证券点评称， 在中国经济由重增速向重质量切

换过程中， 以工程师红利支撑的科技产业担负着实现经

济结构升级、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长期使命，《若干政

策》的发布显示了政府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

品保障能力的决心。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有望加速实现国

产替代，本土IC设备、材料企业有望在5G物联网的增量需

求、自主可控的替代需求当中迎来加速成长期。

新华社图片 制图/王建华

在强调自主可控的

背景下，我国半导体产业迎来

新的发展契机。汇聚大量中小企业的

新三板市场， 也聚集了一大批半导体产

业链上的公司。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目前涉

足半导体领域的挂牌公司有119家， 占新三

板市场的比例为1.13%。 由于制造环节投资

金额极高， 这119家公司主要围绕封装测

试、 芯片设计、 材料与设备等环节布

局。还有部分挂牌公司的主营为

半导体器件分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