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车电气有望实现A+H两地上市

本报记者 杨洁

5月6日，中车电气提交科创板IPO招股书上会稿，公司将于5月12日接受上市委会议审议。 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历两轮问询，并于5月6日披露了对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2021年1-3月，中车电气营业收入为20.81亿元，同比增长18.7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0亿元，同比增长3.54%。

城轨牵引变流系统龙头

中车电气是轨道交通行业的牵引变流系统供应商，主要从事轨道交通装备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并提供相关服务，具有“器件+系统+整机”的产业结构，产品主要包括以轨道交通牵引变流系统为主的轨道交通电气装备、轨道工程机械、通信信号系统等。 同时，公司在功率半导体器件、工业变流产品、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传感器件、海工装备等领域均有业务布局。

公司具备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在电气系统技术、变流及控制技术、工业变流技术、列车控制与诊断技术、轨道工程机械技术、功率半导体技术、通信信号技术、数据与智能应用技术、牵引供电技术、检验测试技术、深海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技术和传感器技术等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018年-2020年，公司分别实现营收156.58亿元、163.04亿元、160.34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6.12亿元、26.59亿元、24.75亿元。 轨道交通装备业务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2018年-2020年，轨道交通装备业务分别占公司营收的88.27%、88.53%、86.63%。

中车电气表示，公司牵引变流系统产品型谱完整，市场占有率居优势地位。 根据城轨牵引变流系统市场招投标等公开信息统计，2012年至2020年，公司连续九年在国内城轨牵引变流系统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2018年公司城轨牵引变流系统国内市场占有率超50%，2019年和2020年均超60%。

在轨道工程机械领域，下属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是国铁集团三大养路机械定点生产企业之一，拥有60项行政许可，可生产重型轨道车、接触网作业车、大型养路机械、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车等多个系列共计50余种产品，并不断向客运专线、城轨轨道工程机械市场开拓。

据介绍，公司成功研发了新一代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350公里“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牵引变流系统；高速、重载列车牵引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已得到批量运用；轨道交通永磁牵引变流系统关键技术已成功装载于国际首列350公里/时速度等级的永磁高速列车；此外，公司高压大电流IGBT芯片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应用经湖南省科技厅及组织的专家评审团评估，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18年-2020年，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9.96%、10.79%、11.56%。 截至2020年底，公司在境内外累计获得专利授权数量2810件。 其中，发明专利1528件；公司在境内拥有2605名研发人员，占境内员工总数的34.07%。

关联交易受关注

中车电气前身南车时代电气，由中车株洲所、中车株机公司、中车实业、中车投资租赁及铁建装备共同发起设立，2006年 12月20日，南车时代电气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2015年，南北车合并为中国中车，南车时代电气随之改名中车时代电气。

截至招股书披露，中车株洲所直接持有中车电气5.90亿股内资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16%，为公司直接控股股东。 中国中车作为持有中车株洲所、中车株机公司、中车投资租赁及中国中车香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股东，通过中车株洲所、中车株机公司及中车投资租赁合计间接持有公司6.09亿股内资股股份，并通过中国中车香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1620万股H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总股本的53.18%，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中车集团为中国中车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直接持有中车集团100%股权，中车电气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上交所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主要关注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招股书显示，2018年-2020年，中车电气自间接控股股东中车集团控制的企业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金额分别为20.52亿元、24.30亿元、29.73亿元，占各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20.96%、24.38%、29.53%；向中车集团控制的企业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金额分别为65.78亿元、78.55亿元、75.63亿元，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2.01%、48.17%、47.17%。

上交所要求公司说明是否有其他供应商可供选择，是否涉及核心技术等；生产环节、核心产品、相关技术等是否对中车集团下属供应商存在依赖。

中车电气回复称，报告期内主要向中车集团下属供应商进行采购，向其他非关联方采购上述原材料及零部件较少，系因为中车集团在国内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具有领先地位，下属多家子公司从事轨道交通装备零部件生产制造，并与公司长期稳定合作，对于公司主要的轨道交通装备产品标准、技术参数、质量管控要求等均较为熟悉，并了解行业相关的规范要求，在部分公司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领域具有质量、性能及成本上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得公司的采购订单。 公司同时有其他非关联方供应商可供选择，关联采购及非关联采购的流程及定价机制不存在差异，定价公允，采购的原材料及零部件不涉及公司的核心技术。

中车电气此次拟募集资金77.67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牵引网络技术及系统研发应用项目、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慧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应用项目、新产业先进技术研发应用项目、新型轨道工程机械研发及制造平台建设项目、创新实验平台建设工程项目等。

IGBT领域取得佳绩

中车电气在功率半导体器件领域也取得佳绩。 公司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同时掌握 IGBT、SiC、大功率晶闸管及 IGCT器件及其组件技术，且集器件开发、生产与应用于一体的 IDM模式企业。

IGBT是控制电能传输、转换的核心芯片，是实现列车高速、重载的关键基础。 我国轨道交通多气候、广地域的运行环境和严酷的应用工况对高铁用IGBT的可靠性提出了较高要求。

公司攻克了高性能元胞设计、注入效率控制、终端结构等高压IGBT关键技术及其工艺方法，突破了高耐压、低损耗、高鲁棒性与高可靠性的技术瓶颈，形成了自主、可控的高压IGBT技术体系，研制出1700V-6500V系列高压高电流密度IGBT产品，已大批量应用于轨道交通与电网领域。 公司在IGBT领域的技术经湖南省科技厅及组织的专家评审团评估，成果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先后获中国电源学会技术发明奖特等奖、中国铁道学会铁道科技奖特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等重要奖项，推动了国内IGBT及其应用行业的整体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招股书介绍，公司建有6英寸双极器件、8英寸 IGBT和6英寸碳化硅的产业化基地，拥有芯片、模块、组件及应用的全套自主技术。 近年来，中车电气已为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高压变频器等批量供应 IGBT器件，目前正在解决我国新能源汽车核心器件自主化问题。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新能源电动车成本结构中电机驱动系统约占全车成本15%-20%。 其中，IGBT占驱动系统一半左右，即 IGBT占电动车约8%-10%成本。 此外，IGBT占充电桩成本的20%。 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完成136.6万辆，同比增长1%。 在新能源汽车取代燃油汽车的趋势下，IGBT作为其核心零部件，需求量将得到提升，公司IGBT业务有望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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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易微

聚焦电源管理芯片领域

●本报记者 刘杨

必易微科创板IPO申请近日获得受理。 必易微是一

家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主营业务为电源

管理芯片和电机驱动控制芯片的研发和销售。 公司本次

拟募集资金约6.53亿元， 将用于电源管理系列控制芯片

开发及产业化等项目。

应用领域广泛

必易微的产品运用于LED照明、 通用电源、 家电及

IoT电源领域。

在LED照明领域，公司与得邦照明、飞利浦、佛山照

明、凯耀照明、朗德万斯、雷士照明、立达信、木林森、欧

普照明和阳光照明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在通用电源管理

领域，公司服务的终端客户主要包括帝闻、坤兴、努比

亚、欧陆通、天宝和紫米等；在家电及IoT电源领域，公司

与奥马、海尔、九阳、美的、苏泊尔、小米和小熊等开展了

合作。

必易微指出， 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新产品开发是公司

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2018年-2020年，公司研发投

入分别为2363.06万元、3440.25万元和4493.29万元，占

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9.21%、9.88%和10.46%。 截至招

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获得专利68项。 其中，发明专利12

项，实用新型56项；已受理的在申请专利129项。 其中，发

明专利申请110项；另外获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46项。

公司是电机驱动控制芯片市场的新进者， 业务发展

历程较短，市场占有率较低，尚处于市场开拓和产品研发

阶段。报告期内，公司逐步向电机驱动控制芯片投入研发

和销售资源， 目前其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小。公司表示，电机驱动控制芯片将作为公司未来重点投

入的产品之一。

供应商集中度较高

2018年-2020年， 必易微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57亿

元、3.48亿元、4.29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2096.68万元、

-4764.73万元、5198.91万元。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

为22.51%、21.88%和26.74%。 公司表示，主营业务毛利

率主要受产品售价、原材料、封装测试成本、产品结构及

公司研发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的金额分别为

16398.98万元、21927.30万元和24318.74万元，占当期采

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79.09%� 、74.33%和75.37%。 其中，

公司向华润微采购的金额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57.46%、47.83%和45.68%，集中度较高。

公司将集成电路设计成果委托晶圆制造厂商制造成

晶圆，并采用委托加工的方式对晶圆进行封装测试。供应

商主要包括晶圆制造厂商和封装测试厂商。 由于行业特

性，全球范围内知名晶圆制造和封装测试企业，尤其是晶

圆制造厂数量较少。

必易微指出，从技术先进性、供应稳定性和采购成本

等方面考虑，合适的供应商选择较为有限，报告期内公司

供应商集中度较高， 面临偶发性供应不足或供应商自身

原因等因素导致晶圆制造厂商和封装测试厂商无法满足

公司需求的风险。

必易微本次拟募集资金约6.53亿元， 将用于电源管

理系列控制芯片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电机驱动控制芯片

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表示，将以下游客户需求为依托，通过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扩大公司电源管理芯片和电机驱动控制

芯片的销售规模，提高公司规模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满足

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

打破海外厂商垄断

必易微所处的集成电路行业， 通常可分为模拟集成

电路和数字集成电路两大类。 电源管理芯片广泛应用于

电子产品和设备，是模拟集成电路最大的细分领域。

在模拟集成电路领域，国内企业由于起点低、工艺落

后等因素， 技术和生产规模均与世界领先水平存在较大

差距。国内企业采购的模拟芯片主要来自德州仪器、恩智

浦、英飞凌、思佳讯、意法半导体等海外模拟芯片大厂，海

外品牌和产品占据市场领先地位。

根据IC� Insights数据，2019年全球营收排名第一

的德州仪器营业额超过100亿美元， 同年中国最大的模

拟IC企业圣邦股份营收额刚超过1亿美元， 仅为德州仪

器的1%。 国内本土公司相关产品的年营收合计不足50

亿元人民币，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不到2%，国内自给率不

超过5%。

业内人士指出，国内模拟集成电路厂商起步较晚，研

发投入相对较低，产品以中低端芯片为主，价格方面竞争

激烈。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积累和政策的支持，部分国内

公司在高端产品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 逐步打破海外厂

商垄断，以满足芯片“自主、安全、可控”的迫切需求。

随着物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应用

领域的发展， 电源管理芯片下游市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全球电源管理芯片市场规模将保持高速增长，以中国

内地为主的亚太地区需求是未来最大的成长动力。 根据

IC� Insights数据， 以出货量计算，2019年电源管理模拟

器件约占集成电路市场总体规模的21%， 排在所有集成

电路种类的第一名，出货量约为639.69亿颗，超过排名第

二和第三名类别出货量的总和。

公司表示，未来将继续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电机驱

动控制芯片领域， 紧紧把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战略

脉搏，密切跟踪技术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和优化自

身的技术研发体系及创新机制，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国

内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行业的优势， 提升电源管理

芯片、电机驱动控制芯片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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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路科技深耕FPGA芯片行业

●本报记者 熊永红 董添

安路科技科创板上市申请近日被受理。

公司致力于FPGA芯片和专用EDA软件的研

发、设计和销售，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新

一代现场可编程阵列芯片研发及产业化等

项目，募集资金合计约10亿元。

巩固主业

招股说明书显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着眼于加大研发

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项目的开展将有

助于公司扩大现有产品的市场份额以及新

产品的研发与创新，并有效缓解公司的资金

需求，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

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

础。 募投项目包括新一代现场可编程阵列芯

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现场可编程系统级芯

片研发项目以及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拟使

用募集资金合计约10亿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重点投向FPGA

芯片主营业务所属的科技创新领域。其中，

新一代现场可编程阵列芯片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将主要研发新一代可编程逻辑单元、

存储单元RAM、高速接口、层次化互联四

大硬件关键技术，持续提高公司FPGA产品

的逻辑单元数量、 运算性能及数据传输能

力， 针对先进工艺和大容量逻辑规模进行

专用EDA软件的算法升级、性能优化、运行

速度提升。 现场可编程系统级芯片研发项

目将重点研发低功耗FPSoC架构设计、高

性能FPSoC架构设计和新一代FPSoC软件

开发等方向。对于发展与科技储备基金，则

根据公司的业务规划和战略目标， 用于公

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研发等用途。 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运用符合重点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的要求。

市场广阔

自成立以来， 公司一直致力于FPGA芯

片和专用EDA软件的研发、 设计和销售。

FPGA芯片具有灵活性高、 应用开发成本低

等优势，其应用场景覆盖工业控制、网络通

信、消费电子、数据中心、汽车电子、人工智

能等下游市场。 根据Frost&amp;Sullivan

数据， 全球FPGA市场从2016年的约43.4亿

美元增长至2020年约60.8亿美元， 年均复合

增长率约为8.8%。 在芯片领域，FPGA素有

“万能芯片” 之称，其高度灵活、可扩展的特

点，可以较低成本实现算法迭代，较好地实

现新场景的原型验证功能。 随着边缘计算、

汽车电子、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

起，FPGA芯片成为验证这些新场景的优先

选择，市场前景广阔。

公告显示， 公司深耕于FPGA芯片行

业，经过多年积累，在FPGA芯片行业已经

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公司拥有国内领先的

芯片设计能力及量产能力。公司的28nm工

艺产品正式量产，是国内首批实现28nm的

FPGA量产企业之一。公司成功构建了ELF

系列、EAGLE系列和PHOENIX系列FPGA

芯片和TangDynasty系列FPGA专用EDA

软件， 形成了多种逻辑规模FPGA芯片和

软件的全产品线覆盖， 并持续致力于高容

量、 高性能的FPGA和FPSoC芯片的研发

与拓展。

2018年-2020年（报告期），公司的营业

收入分别为2852.03万元、12232.77万元和

28102.89万元， 最近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213.91%。 根据Frost&amp;Sullivan数据，

以出货量口径统计，2019年公司FPGA芯

片在中国市场排名第四， 在国产品牌中排

名第一。 2020年公司产品出货量突破两千

万颗。

提示风险

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在技术、经营等方

面存在风险。

报告期各期， 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

金额合计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83.15%、

98.90%和96.85%，客户集中度较高。 公司表

示，若主要客户经营出现较大风险，大幅降低

对公司产品的采购量， 或公司不能继续维持

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关系， 可能会对公司业绩

产生显著不利影响。同时，公司面临开发新客

户，进一步拓展市场规模的压力。如果新客户

开发情况未达到预期， 也会对公司盈利水平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报告期各期， 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30.09%、34.42%、34.18%。 公司表示，主要产

品毛利率受下游市场需求、产品售价、产品结

构、 原材料及封装测试成本及公司技术水平

等因素影响。若上述因素发生变化，可能导致

公司毛利率波动， 从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及业绩表现。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华大半导体、 上海安芯

及其一致行动人 （上海安路芯与上海芯

添）、产业基金、深圳思齐、控股股东同为杭

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的士兰微与士兰创投、

上海科创投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33.34% 、

26.10%、11.18%、9.67%、6.64%、6.21%，股权

结构较为分散。 根据公司的决策机制，不

存在任意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能够

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形成单方面控制

的情形，因此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现有股

东的持股比例预计将进一步稀释，不排除

未来存在因无实际控制人导致公司治理

格局不稳定或决策效率降低而贻误业务

发展机遇的可能性，进而造成公司经营业

绩波动的风险。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营业收入 25667.22 34815.89 42948.58

净利润 2096.68 -4764.73 5198.91

研发费用 2363.06 3440.25 4493.29

研发投入

占营收比例

9.21% 9.88% 10.46%

新华社图片

城轨牵引变流系统龙头

中车电气是轨道交通行业的牵引变

流系统供应商，主要从事轨道交通装备产

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并提供相关服

务，具有“器件+系统+整机” 的产业结

构，产品主要包括以轨道交通牵引变流系

统为主的轨道交通电气装备、轨道工程机

械、通信信号系统等。 同时，公司在功率

半导体器件、工业变流产品、新能源汽车

电驱系统、传感器件、海工装备等领域均

有业务布局。

公司具备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在电气系统技术、变流及控制技术、工业

变流技术、列车控制与诊断技术、轨道工

程机械技术、功率半导体技术、通信信号

技术、数据与智能应用技术、牵引供电技

术、检验测试技术、深海机器人技术、新能

源汽车电驱系统技术和传感器技术等领

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018年-2020年， 公司分别实现营

收156.58亿元、163.04亿元、160.34亿元，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6.12亿元、26.59亿

元、24.75亿元。轨道交通装备业务为公司

主要收入来源。 2018年-2020年，轨道交

通装备业务分别占公司营收的88.27%、

88.53%、86.63%。

中车电气表示，公司牵引变流系统产

品型谱完整，市场占有率居优势地位。 根

据城轨牵引变流系统市场招投标等公开

信息统计，2012年至2020年，公司连续九

年在国内城轨牵引变流系统市场占有率

稳居第一，2018年公司城轨牵引变流系

统国内市场占有率超 50% ，2019年和

2020年均超60%。

在轨道工程机械领域，下属子公司宝

鸡中车时代是国铁集团三大养路机械定

点生产企业之一，拥有60项行政许可，可

生产重型轨道车、接触网作业车、大型养

路机械、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车等多个系列

共计50余种产品，并不断向客运专线、城

轨轨道工程机械市场开拓。

据介绍，公司成功研发了新一代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350公里“复兴

号” 中国标准动车组牵引变流系统；高

速、重载列车牵引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已

得到批量运用；轨道交通永磁牵引变流系

统关键技术已成功装载于国际首列350公

里/时速度等级的永磁高速列车；此外，公

司高压大电流IGBT芯片关键技术的研究

及应用经湖南省科技厅及组织的专家评

审团评估，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18年-2020年， 公司研发投入占

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9.96%、10.79%、

11.56%。截至2020年底，公司在境内外累

计获得专利授权数量2810件。 其中，发明

专利1528件； 公司在境内拥有2605名研

发人员，占境内员工总数的34.07%。

关联交易受关注

中车电气前身南车时代电气， 由中

车株洲所、中车株机公司、中车实业、中

车投资租赁及铁建装备共同发起设立，

2006年12月20日，南车时代电气在香港

联交所主板上市。 2015年，南北车合并为

中国中车， 南车时代电气随之改名中车

时代电气。

截至招股书披露，中车株洲所直接持

有中车电气5.90亿股内资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50.16%，为公司直接控股股东。

中国中车作为持有中车株洲所、中车株机

公司、中车投资租赁及中国中车香港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股东，通过中

车株洲所、中车株机公司及中车投资租赁

合计间接持有公司6.09亿股内资股股份，

并通过中国中车香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公司1620万股H股股份，合计持

有公司总股本的53.18%， 为公司间接控

股股东。

中车集团为中国中车控股股东，国务

院国资委直接持有中车集团100%股权，

中车电气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上交所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主要关注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招股书显

示，2018年-2020年，中车电气自间接控

股股东中车集团控制的企业采购商品及

接受劳务金额分别为20.52亿元、24.30亿

元、29.73亿元，占各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

别为20.96%、24.38%、29.53%；向中车集

团控制的企业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金额

分别为65.78亿元、78.55亿元、75.63亿元，

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2.01%、

48.17%、47.17%。

上交所要求公司说明是否有其他供

应商可供选择， 是否涉及核心技术等；生

产环节、核心产品、相关技术等是否对中

车集团下属供应商存在依赖。

中车电气回复称，报告期内主要向中

车集团下属供应商进行采购，向其他非关

联方采购上述原材料及零部件较少，系因

为中车集团在国内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具

有领先地位，下属多家子公司从事轨道交

通装备零部件生产制造，并与公司长期稳

定合作，对于公司主要的轨道交通装备产

品标准、技术参数、质量管控要求等均较

为熟悉， 并了解行业相关的规范要求，在

部分公司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领域具

有质量、性能及成本上的竞争优势，从而

获得公司的采购订单。公司同时有其他非

关联方供应商可供选择，关联采购及非关

联采购的流程及定价机制不存在差异，定

价公允，采购的原材料及零部件不涉及公

司的核心技术。

中车电气此次拟募集资金77.67亿

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牵引网络技术及系

统研发应用项目、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

慧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应用项目、新

产业先进技术研发应用项目、新型轨道工

程机械研发及制造平台建设项目、创新实

验平台建设工程项目等。

IGBT领域取得佳绩

中车电气在功率半导体器件领域也

取得佳绩。公司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同时掌

握IGBT、SiC、大功率晶闸管及IGCT器件

及其组件技术，且集器件开发、生产与应

用于一体的IDM模式企业。

IGBT是控制电能传输、 转换的核心

芯片，是实现列车高速、重载的关键基础。

我国轨道交通多气候、广地域的运行环境

和严酷的应用工况对高铁用IGBT的可靠

性提出了较高要求。

公司攻克了高性能元胞设计、注入效

率控制、 终端结构等高压IGBT关键技术

及其工艺方法，突破了高耐压、低损耗、高

鲁棒性与高可靠性的技术瓶颈，形成了自

主、 可控的高压IGBT技术体系， 研制出

1700V-6500V系列高压高电流密度IG-

BT产品，已大批量应用于轨道交通与电网

领域。 公司在IGBT领域的技术经湖南省

科技厅及组织的专家评审团评估，成果总

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先后获中国

电源学会技术发明奖特等奖、中国铁道学

会铁道科技奖特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等重要奖项， 推动了国内IGBT及其

应用行业的整体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招股书介绍，公司建有6英寸双极器

件、8英寸IGBT和6英寸碳化硅的产业化

基地，拥有芯片、模块、组件及应用的全套

自主技术。 近年来，中车电气已为新能源

汽车、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高压变频器等

批量供应IGBT器件， 目前正在解决我国

新能源汽车核心器件自主化问题。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新能源电

动车成本结构中电机驱动系统约占全车

成本15%-20%。 其中，IGBT占驱动系统

一半左右， 即IGBT占电动车约8%-10%

成本。 此外，IGBT占充电桩成本的20%。

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完成136.6万

辆，同比增长1%。在新能源汽车取代燃油

汽车的趋势下，IGBT作为其核心零部件，

需求量将得到提升， 公司IGBT业务有望

受益。

中车电气有望实现A+H两地上市

5月6日，中车电气提交

科创板 IPO招股书上会稿，

公司将于5月12日接受上市

委会议审议。 截至目前，公

司已经历两轮问询， 并于5

月6日披露了对审核中心意

见落实函的回复。

2021年1-3月， 中车电

气营业收入为20.81亿元，同

比增长18.75%；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0亿

元，同比增长3.54%。

●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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