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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电的规划，此次和舰

科 技 预 计 增 资 发 行 4 亿 股 新 股 ，

筹措 25 亿元资金。所筹资金一部

分用于扩充和舰科技旗下一座 8

英 寸 晶 圆 代 工 厂 1 万 片 的 月 产

能，预计明年第二季度完成；同

时，也将用于改善联芯集成的财

务结构，未来联芯集成的月产能

将 从 1.5 万 片 扩 增 至 2.5 万 片 规

模，对于联芯集成来说资金压力

颇为巨大。

这是继富士康工业互联网成功

登陆A股之后，又一家具有台资背

景的公司计划在A股上市。目前正

有越来越多台资公司登陆 （或者计

划登陆） 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除

6 月 8 日刚在上交所上市的富士康

工业互联网之外，目前中国台湾地

区厂商在中国大陆上市的公司还有

日月光旗下的环旭电子、亚翔旗下

亚翔集成、华映的华映科技、楠梓

电的沪电股份。而规划在A股上市

的公司则有南侨、巨大机械、臻鼎

及荣成等，联电子公司和舰科技则

是最新的加入者。

不过，有分析认为，在当前 A

股市场弱市的背景下，此次和舰科

技的上市之路阻力并不小，日前，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A股上市表现不

佳，上市蜜月期仅 4个交易日，跌

破专家眼镜，也令人担心和舰科技

重蹈覆辙。

和舰科技寻求A股上市

对中国大陆IC业影响几何？

在刚刚落幕的 2018 世界移动

大会上海站上，中国三大电信运营

商都公布了自己的 5G 网络部署计

划，2019 年规模试点、2020 年正式

商用的 5G 节奏，让所有人期待 5G

的美好未来。面向 5G 商用，需要从

网络到终端的产品都能够商用，端

到端的产品成熟是商用的重要前

提。其中，终端的可商用，尤为关键。

在这一点，高通表现抢眼。

手机端：
支持首批5G智能终端

高通高级副总裁兼 4G/5G 及

工 业 物 联 网 总 经 理 Serge Wille-

negger 表示，在 5G 方面，高通已

经推出了 5G 芯片组解决方案——

骁龙X50 5G调制解调器系列，以

及与之相关的射频解决方案和参考

设计。

在今年巴塞罗那的MWC大会

上，高通宣布和多家电信基础设备

供应商完成了5G互操作性测试；几

天前，高通宣布了和大唐共同开展

5G 互操作性测试。“这些工作的进

展都非常顺利。”Serge Willenegger

表示，“在骁龙X50 5G芯片组的发

布之初，我们就预期其将支持首批

5G 终端于 2019 年上半年问世。目

前市场的发展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进

度 ，首 批 5G 智 能 手 机 预 计 将 在

2019年第一季度的季末问世，数据

类的5G终端则将更早进入市场，有

可能在今年年底就有产品上市。”

高 通 于 2016 年 发 布 的 骁 龙

X50 5G 芯片组，是业界首款 5G 新

空口多模调制解调器，通过单芯片

支持 2G/3G/4G/5G 多模功能，包

括将作为 5G 重要补充的千兆级

LTE。通过一颗芯片，支持几乎所有

目前及未来数年内的通信制式，并

且在短短十二个月内实现从产品发

布到功能性芯片的能力，展现了高

通在历代蜂窝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

目前正延伸至5G。

据介绍，目前全球已有 20 家

OEM 厂商正努力基于这款首个商

用发布的5G调制解调器开展研发。

此外，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

国联通在内的全球 18 家运营商也

正利用高通骁龙X50 5G调制解调

器，支持正在进行的5G新空口移动

试验，包括 6GHz 以下以及毫米波

频段。“近期我们已有多家中国合作

伙伴在欧洲发布了产品，包括小米、

OPPO、一加等。几周前我们还和

vivo 实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合作，

共同设计将毫米波天线组和 6GHz

以下技术同时集成于商用终端上。”

Serge Willenegger表示。

同时，5G也是一个产业链合作

更加紧密的时代，高通在今年年初

与领先的中国厂商宣布了“5G领航

计划”，通过该计划，高通将为中国

厂商提供开发顶级和全球 5G 商用

终端所需的平台。在此次MWCS18

上，高通也作为中国移动“5G 终端

先行者计划”成员，与产业伙伴一

道，共同加速5G终端产品的推出。

物联网端：
支持长生命周期

Serge Willenegger 说，过去的

4G 已经为我们的服务和产品终端

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同时也改善了

我们的生活。对于 5G 而言，它有着

更大的规模，需要更好地对技术进

行整合，因此它也将改变每一个行

业应用。

“有时，5G 能够以一种无形的

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例如其对于

物流、仓储、服务甚至门店管理等新

兴行业带来的变革，而这一切都因

为新技术的有机结合。”Serge Wil-

lenegger表示，“与此同时，我们的移

动设备和移动系统也将不断地改善

它们的系统表现，而我们也需要一

个新的平台。”

现在，越来越多的终端设备

在连入移动网络中。而物联网的

连接将是更大规模的海量连接。

物联网的扩展，取决于生态系统

在物联网终端整个使用周期提供

大量能够保持同步更新、并具有

边缘智能与灵活连接性解决方案

的能力，同时还要考虑和满足信

任/安全、投资保护和购置成本等

方面的问题。

以此次 MWCS2018 上关于物

联网领域的最新发布为例，高通宣

布和机智云、山东移动以及移远通

信合作，计划通过提供全球首个可

远 程 升 级 至 LTE IoT（eMTC/

Cat-M1 和 NB-IoT/Cat-NB1）的

商用2G蜂窝模组，打造突破性的物

联网开发解决方案。

这意味着在现阶段，对于开发

者和制造商在物联网发展过程中不

用担心当前使用的 2G 调制解调器

技术未来是否会被淘汰或者网络关

停，因为预期在2019年上半年就可

利用高通无线边缘服务广泛提供的

调制解调器升级功能，通过OTA激

活 的 方 式 来 支 持 NB-IoT 或

eMTC。高通提供的 LTE IoT 技术

和解决方案旨在为各类低功耗广域

物联网应用提供优化的性能和效

率，而这些窄带蜂窝技术的持续演

进也将帮助满足大规模物联网需

求，并加速全球5G标准。

Serge Willenegger 说：“高通的

方法是降低各种应用的入门门槛，

我们做了很多前沿工作，在产品性

能中整合了新的技术，让所有的合

作伙伴都能够从中受益。”

本报记者 陈炳欣

为了推进集成电路产业的发

展，中国大陆晶圆制造厂商也在积

极扩充产能规模。中芯国际投资近

千亿元在上海开工建设12英寸生产

线，工艺为 14 纳米及以下，月产

能7万片；另外，中芯国际还在深

圳投资建设月产4万片的12英寸生

产线，在天津投资扩充原天津8英

寸厂的产能，由4.5万片/月扩大至

15万片/月。华力微启动二期12英

寸高工艺等级生产线建设项目，总

投资达 387 亿元，规划月产能 4 万

片。华虹宏力在无锡开工建设12英

寸生产线，产能规划为每月 4 万

片。市调机构预估，至 2018 年年

底，中国12英寸晶圆制造月产能将

近70万片，较去年增长逾4成。

近期，中国台湾地区代工厂抢

攻中国大陆市场的步伐正在加速。

台积电南京 12 英寸厂的 16 纳米

FinFET 工艺已经实现量产。联电

此次整并和舰的 8 英寸厂、联芯的

12 英寸厂及上游 IC 设计联暻半导

体，以多样产品，加以上下游垂直整

合，希望在中国大陆晶圆厂快速增

加压力下，维持联电在中国大陆半

导体发展既有优势。莫大康指出，

如果联电子公司和舰科技成功上

市，将对中国大陆其他的代工厂形

成更大的竞争压力。

芯谋咨询首席分析师顾文军指

出：“多种因素下，中外合资公司、外

资的中国子公司在中国发展或者上

市会越来越多。但是，这类合资公

司或者子公司，不一定有采购权、研

发自主权、运营主导权，很多可能就

不是一个完整的公司，可能是渠道

公司，也可能是‘生产车间’，更有的

可能是壳。如果这样的话，在这里

上市有啥意义？如果这样的话，有

的企业既能享受海外的低税收和人

才多的研发优势，又能享受中国政

府支持和资本市场的助力，中国公

司怎么竞争呢？”

根据联电的表示，此次推动和

舰科技 A 股上市，主要目的一是融

资，二是稳定人才队伍。联电财务

长刘启东指出，联芯集成刚刚起

步，目前营运资金以向当地银行融

资为主，负债比率已趋近 7 成，若

能从资本市场取得较低成本的资

金，财务结构将会明显改善。此

外，和舰科技去年的人才流失率高

达 15%至 20%，若能够提供一个跟

股权链接的奖励机制，必定有助于

留住人才。

对于这两个原因，业界的分析

也大致认同。半导体专家莫大康认

为，联芯目前月产能约为 1.7 万片，

按照前期的规划，其将在 2018 年年

底扩增产能达到 2.5 万片/月，资本

支持仍然不低。而和舰科技目前的

月产能为6.5万片，其也计划在未来

的半年中，将月产能从6.5万增加到

7.5万片。在公司扩产之际，通过股

市融资，可以获得更加多元化的资

金来源，减轻财务压力。

此外，通过上市留住人才也是

联电推动和舰上市的主要原因。目

前，全球半导体业对人才的争夺激

烈，公司上市可以对员工掌握更多

奖励措施，有助于人员队伍的稳定，

对留住人才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

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的加入。

推动和舰科技上市，对于拓展

联电整体集团业务及全球布局也非

常重要。宝来证券策略分析师王兆

立分析，联电近年营运策略调整，不

再追逐先进工艺技术，改以追求获

利为导向。未来资本支出将以中国

大陆的和舰与联芯为主。而根据

TrendForce 的数据，2018 年上半年

全球前五大晶圆代工厂，排名分为

台积电、格罗方德、联电、三星与中

芯国际，市占率（以营收计算）依次

为 56.1%、9.0%、8.9%、7.4%及 5.9%。

联电如果想进一步扩大市占率，以

至超越格罗方德，那么借助中国大

陆市场资源，推动和舰科技在上海

证交所上市，扩充和舰与联芯的产

能，进行市场竞争，将是非常重要的

一步。

台资登陆A股渐成趋势
继富士康工业互联网成功

登陆 A 股之后，又一家具有台
资背景的公司计划在A股上市。

近日，联电（UME）发布重大信息，宣布将整合旗下子公司和舰科技、IC设计服务公司联暻以及厦门的合资公司联芯集
成，计划由和舰科技申请发行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对此有分析认为，如果该计划成功，将有助于联电扩充产能，
改善财务结构，加强本地化发展。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本土半导体厂商来说，也意味着更强的竞争挑战。

借力中国大陆市场资源

对中国大陆半导体影响有待观察

如果联电子公司和舰科技成功上市，将对中国本地
代工厂形成更大的竞争压力。

5G手机或明年首季问世 高通赋能“端”生态

本报记者 钟慧本报讯 近日，应用材料公司

庆祝 Producer平台诞生 20周年，出

货量达到 5000 台。该平台用于制

造全球几乎所有的芯片。

Producer平台于 1998 年 7 月面

世，该平台助力实现了芯片后端互

联设计材料的改变，从铝改为电导

率更好的铜，大大提高了芯片的运

行速度。当时的芯片行业亟需这种

创新，以提高其性能和能耗，从而继

续沿着摩尔定律发展。但与此同

时，铜的使用需要许多额外的工艺

步骤，从而导致成本上升，令用户难

以负担。为改变这种状况，应用材

料公司推出了其潜心研制的 Pro-

ducer平台，让客户能以最低的运营

成本来达到最优异的性能。

得益于此，Producer 平台跃升

为行业主力，承担了许多任务，推动

着摩尔定律的发展，并使得笔记本

电脑、智能手机和可穿戴电子产品

等电子设备迅速普及。

VLSIresearch 首 席 执 行 官 G

Dan Hutcheson表示：“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Producer平台帮助应用材料

公司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举：创建

了一个高度灵活的架构，不仅支持

多代技术，还能继续保持极高的生

产率。今天，芯片制造商仍旧依靠

Producer 平台，以全新的方式设计

和制造芯片。祝贺应用材料公司在

半导体行业最重要的工艺系统领域

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卓越成就。”

本报讯 全球第一大芯片自

动化设计解决方案提供商及全球

第一大芯片接口 IP 供应商、信息

安全和软件质量的全球领导者新

思科技（Synopsys）近日宣布，新思

科技 Design Platform Fusion 技术

已通过三星认证，可应用于其 7

纳 米（nm）低 功 耗 +（LPP-Low

Power Plus）工艺的极紫外（EUV）

光刻技术。

新 思 科 技 Design Platform 为

基于 EUV 单次曝光布线和连排打

孔提供完备的全流程 7LPP 支持，

以确保最大程度地实现设计的可

布线性和利用率，同时最大限度

地降低电压降（IR-drop）。新思

科技的 SiliconSmart 库表征工具对

于研发在该认证工艺上建立参考

流程所使用的基础 IP 非常关键。

三星已经认证了新思科技 De-

sign Platform工具和参考流程，该流

程与Lynx Design System兼容，配备

用于自动化和设计最佳实践的脚

本。该参考流程可通过三星 Ad-

vanced Foundry Ecosystem（SAFE）

计划获得。

新思科技设计事业部营销与商

务开发副总裁 Michael Jackson 表

示：“我们与三星的工具和参考流程

合作重点在于使设计人员能够使用

三星最新的 EUV 7LPP 工艺，在最

高可信度下获得最佳结果质量。采

用集成了 Fusion 技术的新思科技

Design Platform，可扩展 7LPP 参考

流程将使设计人员能够轻松实现他

们期望的设计和时间目标。”

目前可通过 SAFE 计划获得与

新思科技Lynx Design System兼容

并经认证的可扩展参考流程。

本报讯 7月 4日，百度宣布与

英特尔子公司 Mobileye 展开合作，

计划在其 Apollo开源项目及 Apol-

lo Pilot 商用项目中部署 Mobileye

的责任敏感安全（RSS）模型。此外，

百度还计划采用Mobileye的环绕式

计算机视觉工具作为其视觉感知解

决方案，该方案还将被整合到百度

对中国OEM市场提出的建议中。

对于去年才发布的 Mobileye

RSS 模型而言，此次英特尔子公司

Mobileye与百度在安全方面的合作

可谓是一次巨大的战略性成功，这

也将为行驶在中国复杂路况上的自

动驾驶汽车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驾驶

解决方案。

Apollo 项目是一个“开放、安

全、可靠的自动驾驶生态系统”，能

够帮助自动驾驶行业快速搭建一套

属于自己的完整的自动驾驶系统。

自一年前启动以来，Apollo 项目已

经拥有了116家全球合作伙伴。

RSS 是一个开放、透明的形式

化模型，能够为自动驾驶决策提供

安全保障。RSS将人类安全驾驶的

常识进行形式化，例如，始终与前车

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刻板地使用

路权等。

Mobileye的环绕视觉摄像头工

具包括 12 个置于车身四周的摄像

头以及 Mobileye 计算机视觉硬件

和软件，它们能够拼合各个摄像头

的画面，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统一、

完整的计算机视觉解决方案。

百度与 Mobileye 将针对中国

市场独特的驾驶风格和路况，共同

验证 RSS模型，并根据合作中的新

发现，更新完善 RSS模型。英特尔

无人驾驶解决方案首席系统架构师

Jack Weast 表示：“Mobileye 认为，

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保障是自动驾

驶行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很

高兴百度能与我们携手努力，共同

为中国市场提供可验证的自动驾驶

决策安全解决方案。”

应用材料公司Producer平台出货量高达5000台

新思科技Fusion技术助力三星7LPP

英特尔子公司Mobileye与百度展开合作 高通展台展示高通展台展示 55G NRG NR 原型系统原型系统、、
55GG测试平台测试平台、、55GG参考设计参考设计

高通展示多模高通展示多模 LTE IoTLTE IoT 调制调制
解调器使用场景解调器使用场景

借助中国大陆市场资源，
推动和舰科技在上海证交所上
市，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