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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20家半导体企业发布“调价函”，分析人士表示

半导体行业将迎来高景气阶段

□

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

年四季度以来， 已有超过 20

家半导体企业发布“调价函”，

行业涨价幅度平均在 10%

~20%之间， 个别企业如得一

微电子，其嵌入式存储控制芯

片价格上调 50%。 此番“调价

潮”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调价

是否又会加速行业的发展？有

分析人士表示，半导体行业将

迎来高景气阶段。

半导体企业

纷纷发布“调价函”

岁末年初， 半导体行业迎来

“调价潮”。 从2020年第四季度开

始，联电、格芯和世界先进等公司

产品价格提高了约10%~15%。 国

信证券预计，2021年的产品价格

涨幅可能接近20%，“急单”价格涨

幅甚至达40%。

除了晶圆代工厂和封测厂

外，此波“调价潮”也扩展至元器

件领域。 记者注意到，2020年四季

度以来，新洁能、汇顶科技、华微

电子、上海贝岭、晶丰明源、富满

电子、 华润微等多家半导体厂商

纷纷发布调价通知函。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

前， 已经有超过20家半导体企业

发布“调价函”。比如，山东晶导微

电子表示， 从2021年1月1日起发

货的所有产品价格将进行调整，

所有未交订单都将以调涨后的价

格为准，如有不接受，可以取消订

单。

汇顶科技的调价函中也提

到，从2021年1月1日起，公司的所

有产品美金价格在现行价格的基

础上统一上调30%，所有之前收到

单位交付的订单也需要重新进行

价格变更。

从披露的情况来看， 行业调

价幅度平均在10%~20%之间，个

别企业如得一微电子， 其嵌入式

存储控制芯片价格上调50%，成为

了调价幅度较大产品之一。 记者

看到， 得一微电子在2021年元旦

发布了调价通知， 公司所有嵌入

式存储控制芯片在现行价格基础

上统一上调50%，调整方案从2021

年1月1日0时执行。

天风证券分析师指出， 半导

体芯片涨价背后体现的是行业景

气， 涨价是表象， 供需关系是核

心。行业景气度持续两个季度，大

概率会向上传导到材料和设备环

节。

背后是“需求+国产替代”双轮驱动

半导体企业掀起“调价潮”的原因

有哪些？ 从各家的调价通知来看，原因

实际上大同小异：由于上游原材料以及

封装成本持续上涨，且产能紧张、采购

周期延长，产品成本大幅增加，故提升

产品价格来分摊成本压力。

比如，国内最大的功率半导体企业

华润微在调价通知中表示：“2020年以

来，全球集成电路的晶圆制造及封测产

能持续紧张，导致交期延长。 部分关键

原材料涨价，大部分晶圆厂以及封测厂

均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涨价，导致芯片以

及电路板整体成本大幅度上升。 从目前

各厂家的订单情况来看，预计供货紧张

状况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

联想之星投资副总裁刘庆向信息

时报记者表示，原因有很多种，最后的

调价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国外大厂因

为疫情原因，供应链

（如材料、设备零部

件等）

受阻，以及工厂疫情控制隔离、开

工不足， 导致可交付产能大幅度下降；

疫情刺激宅经济和办公线上化，带动相

关应用领域芯片需求激增， 如游戏终

端、笔电、视频会议系统、体温检测及安

全监控等等；国内客户担忧芯片供应安

全问题，积极备货，如华为至少备了两

年库存，加剧了供应紧张局面；随着连

连调价，各个分销渠道及贸易商囤货炒

货，使局面更趋紧张。 ”

据了解，2020年下半年以来， 由于8

英寸晶圆厂产能持续紧张，引发电源管

理IC、功率半导体等供不应求而开启调

价潮，随后芯片封测厂、汽车电子企业、

芯片设计公司均纷纷做相应调价。

信达证券研报指出，受晶圆厂产能

限制以及当前下游需求旺盛，8英寸晶

圆代工资源供不应求。 以功率半导体市

场为例， 当前正迎来下游手机快充、无

线充电等产品的需求推动，加速了功率

半导体供不应求的进程。

2020年行业总融资金额突破千亿

半导体调价，背后是供需关系的变

化。 那么，国内这一赛道的发展现状如

何？ 据悉，作为高精尖科技的代表性领

域， 对芯片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视程

度，已上升到各国国家战略的高度。 近

年来，嗅觉灵敏的投资人开始关注中国

芯片、半导体产业机会，A股芯片板块持

续大热的同时，该赛道的投融资热潮也

一浪高过一浪。

企查查数据显示，近10年我国芯片

半导体赛道共发生投融资事件3169起，

总投融资金额超6025亿元。2017年，芯片

半导体行业共发生投融资总金额2105

亿元，为10年来最高峰，其中1500亿元

融资被行业巨头紫光集团一举拿下，国

资占据主导地位，成绩瞩目。

2020年， 芯片半导体行业共发生投

融资事件458起， 总金额高达1097.69亿

元。 2020年芯片半导体赛道的投融资金

额和数量均在过去10年中排第二位，

整体呈稳健递增趋势。 其中， 最高融

资金额被中芯国际拿下， 合计198.5亿

元， 由国家基金一期、 国家大基金二

期、 上海集成电路和国家集成电路共

同注资， 皆为国资背景。 据悉， 中芯

国际是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

企业之一， 也是中国内地规模最大的

高科技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 中芯

南方、 安世半导体以及中兴微电子等

企业获得的融资金额同样瞩目， 有16

家企业获得总金额超过10亿元的融资，

涉及融资事件27起。

行业未来向上发展的

趋势不改

目前， 国内在科技桂冠上的明珠

领域半导体技术方面虽然还处于追赶

状态，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半导体板块

前有广阔市场、后有政策红利，在双层

利好之下，行业高景气度将得到延续。

创道投资咨询合伙人步日欣向记

者表示， 半导体是信息产业的核心基

础，所有电子设备的供电工作、运算处

理、信息存储等，都离不开半导体。 因

此， 行业未来向上发展的趋势不会改

变。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也表

示，半导体行业的整体发展前景向好，

从目前的角度出发， 全球半导体产业

正在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驱动力

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另一

方面则是因为政策利好， 以及国际环

境所导致的市场区域性供给不平衡。”

不过， 半导体行业也具有产业链

长的特点， 涉及设计、 制造、 封装、

测试、 设备和材料等多个领域。 华西

证券认为， 国内半导体行业在大环境

的驱动下， 未来3~5年将迎来较好的

发展机遇。 重点推荐半导体产业链核

心标的， 包括芯片设计、 设备和材

料、 功率半导体、 芯片制造、 芯片封

测等细分领域。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向记

者表示， 随着5G技术的发展， 实现

万物互联， 可以支持8000亿个设备同

时在线， 每个设备都需要半导体芯

片， 未来前景可想而知。 “未来芯片

需求巨大， 这也意味着芯片产业设

计、 制造和封测等上下游产业环节，

都面临巨大的发展需求。 需求是推动

芯片封测产业环节增长的根本驱动

力。” 他说。

多家厂商调价

●从2020年第四

季度起，联电、格芯和

世界先进等公司产品

价格调高了约10%~15%。

●从披露的情况来看，行

业调价幅度平均在10%~20%

之间，个别企业如得一微

电子，其嵌入式存储控制

芯片价格上调50%。

●国信证券预计，

2021年的半导体产品价

格涨幅可能接近20%，

“急单”价格涨幅甚至达40%。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

前， 已经有超过20家半导体企

业发布“调价函”。

行业融资巨大

●企查查数据显示， 近10年

我国芯片半导体赛道共发生投融

资事件3169起，总投融资金额超

6025亿元。

●2017年， 芯片半导体行业

共发生投融资总金额2105亿元，

为10年来最高峰，其中1500亿元

融资被行业巨头紫光集团一举拿

下。

●2020年，芯片半导体行业共

发生投融资事件458起，总金额高

达1097.69亿元， 融资金额和数量

均在过去10年中排第二位。 其中，

最高融资金额被中芯国际拿下，合

计198.5亿元。中芯南方、安世半导

体以及中兴微电子等16家企业获

得的融资金额也超过1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