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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Insights:  预计2022年全球
半导体销售额增长11%，

达6806亿美元

       集微网消息，根据 IC Insights 的 1 月份半导
体行业快报报告，在 2021 年经济从 2020 年爆发
的新冠疫情危机中反弹后，全球半导体营收增长了
25%，预计 2022 年半导体总销售额将增长 11% 并
达到创纪录的 6806 亿美元。

                              图源：网络

       半导体行业快报显示，2022 年整个半导体市
场将以两位数的低速度增长（如下图）。所有主要半
导体产品类别的销售额增长预计将放缓，但仍高于
平均水平。

                  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增长图
                    数据来源：IC Insights
                       图源：IC Insights

       根据 IC Insights 在 1 月份半导体行业快报中
的预测，预计 2022 年全球集成电路收入将增长
11%，达到 5651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余的半导体
市场——包括光电、传感器 / 执行器和分立器件（统
称为 O-S-D 设备）——也预计将在今年增长 11%，
达到创纪录的 1155 亿美元。
          
                                                     （来源：集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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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工商时报报道，8 吋晶圆代工厂世界先进公告 2021 年 12 月合并营收 46.04 亿元、第四季合并营收
127.38 亿元，两者均创下新高纪录，并超越业绩展望高标。
       世界先进 2022 年营运乐观，上半年产能全线满载，产能利用率持续超过 100％，订单能见度已看到下半
年。
       世界先进 12 月合并营收月增 5.4％，年成长 53.5％，创下单月营收历史新高。第四季合并营收季增 7.2％
达 127.38 亿元，年成长 46.1％，亦改写季度营收历史新高。2021 年合并营收达 439.51 亿元，年成长 32.7％，
续创年度营收新高纪录。
       世界先进先前预估，2021 年第四季营收介于 123 ～ 127 亿元，毛利率将介于 45.5 ～ 47.5％，营业利益率
介于 34 ～ 36％，实际上第四季营收已超越业绩展望高标。世界先进认为客户对晶圆代工需求续强，到 2022
年上半年都将维持相当高的产能利用率。 
       法人表示，世界先进在手订单能见度约达二个季度，等于已看到 2022 年下半年，而上半年接单全满，预期
将维持利用率逾 100％的满载荣景。 
       世界先进已启动晶圆三厂 2.4 万片月产能扩产计画，约 8,000 片月产能在 2021 年第四季开出，1.6 万片
月产能会在 2022 年第二季开出。世界先进陆续与客户签订长约，2022 年及 2023 年扩增的新产能，都已获客
户订单量保证且已预付订金，加上 2022 年仍有涨价动能，上半年新开出产能平均价格较高，法人乐观看待世
界先进第一季营收将创下新高，并逐季成长到下半年。 
       世界先进董事长方略日前以「蒸蒸日上」形容半导体产业景气，并表示产能仍然供不应求，2022 年上半年
客户需求强劲没有弱化，其中车用芯片缺货且需求强劲，世界先进看好相关业绩 2022 年成长幅度会高于其它
产品线。
       世界先进已针对现有 8 吋厂进行产能扩建，新购入的晶圆五厂在年初完成交割后，已开始建置无尘室，完
工并开始投产后每月可再增加 4 万片产能。

                                                                                                                                  （来源：半导体行业观察）

世界先进：今年上半年订单全满，
产能仍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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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微网消息，1 月 7 日，上汽集团发布 2021 年
产销快报，全年生产汽车 5473493 辆，同比增长
0.17%；全 年 销 售 新 车 5463500 辆，同 比 减 少
2.45%。

       新能源汽车供不应求，2021 年上汽乘用车新
能源全年热销达 16.1 万辆，同比劲增 107%，渗透
率超 20%，国内稳居市场前五，全球跻身前六，全球
及国内皆处于第一阵营。
       海外市场方面，2021 年上汽乘用车全年出口
总量达到 29 万辆，同比猛涨 68%，继续保持中国单
一品牌海外销量冠军的地位，以自主研发的新能源
和智能网联科技，为全球用户提供移动出行新体

至目前，上汽乘用车产品已成功进入 66 个国家和
地区。

                                                     （来源：集微网）



       近日，由中车时代半导体与广汽集团下属广汽
零部件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广州青蓝半导体有限
公司在广州番禺成功注册成立。
       2020 年，广汽集团全年汽车销售量突破 204
万辆，在全国各大汽车集团年度产销规模排名提升
至行业第四位。
       2021 年，广汽集团全年累计终端销售汽车突
破 217 万辆；在新能源汽车销售方面，广汽埃安累
计销量已突破 12 万辆。
       中车时代半导体与广汽集团通过合资形式建
设汽车 IGBT 封装厂，可以达到深度联动、合力抢占
市场先机的战略目的。此次联合，将对中车时代半
导体在新能源汽车市场领域的拓展起到显著的引
领和示范作用，中车时代半导体也将以合资公司为
桥梁，拓宽新能源汽车配套需求市场渠道，提升中
车 IGBT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品牌知名度。

    

       未来，该合资公司将促进双方在汽车半导体领
域的合作，扩大中车时代半导体 IGBT 在汽车领域
的销售规模，并为汽车 IGBT 芯片提供目标客户，全
面助推时代电气在新能源汽车战略布局的实施。

              （来源：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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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时代半导体与广汽零部件
合资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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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联会：2021年全年新能源
  乘用车批发量为331.2万辆，

12月达50.5万辆

     

       集微网消息，1 月 11 日，乘联会发文称，12 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到 50.5 万辆，同比增长 138.9%，
环比增长 17.8%。1-12 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 331.2 万辆，同比增长 181.0%。12 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达到
47.5 万辆，同比增长 128.8%，环比增长 25.4%。1-12 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 298.9 万辆，同比增长 169.1%。
       乘联会表示，2021 年 12 月，小鹏、理想、蔚来、哪吒、零跑、威马等新势力车企销量同比和环比表现总体优
良，尤其是小鹏、理想、蔚来、哪吒突破万辆，零跑、威马等第二梯队企业的月销量也达到了 5000 辆以上。主流
合资品牌中，南北大众的新能源车批发 19498 辆，占据主流合资 46% 份额，大众坚定的电动化转型战略初见
成效。上汽通用和华晨宝马新能源销量均突破 5000 辆也是很优秀的，其他合资与豪华品牌仍待发力。

                                                                                                                                              （来源：集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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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川科技集成电路高端智能制造基地近日正式开工。

                                                                               效果图

关于项目

       长川科技集成电路高端智能制造基地位于滨江智造供给小镇，东至南川路，南至创智街，北至仁荣街。项目
总占地面积约 37 亩，建设高度为 70 米，总建筑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集研发、生产、办公、测试、
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满足公司高端装备研发及生产制造需求。
       该项目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基地和服务平台，建成后，一方面将实现集成电
路装备的批量生产和智能制造，另一方面将用于承接长川科技海外公司部分产能转移。在国内外集成电路装备
需求不断上升的行情下，该项目将能帮助公司有效扩张生产产能，实现高端测试机、分选机、探针台及 AOI 设
备等半导体装备产品的足量供应。项目预计于 2024 年 12 月竣工，2025 年正式投产，预计年产值达 15-20 亿
元。

长川科技集成电路高端智能
制造基地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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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图

       该项目采用了全过程咨询模式，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提供专业第三方服务。杭州城投建设有限公司作
为该项目的全过程咨询单位，前期以专业周到的服务，在多部门的配合下，仅用时 38 天就帮助企业快速完成了
项目报批报建等全流程工作，大大缩短了项目建设周期，提高了项目建设效率，助力企业发展。

关于长川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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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4 月，是一家专注于集成电路封测装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
新技术企业；是目前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围绕半导体产业链重点布局的第一家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设备公司；
是大陆第一家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设备上市公司。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集成电路测试机、分选机、探针台、AOI、先进封装和模组类智能制造装备，客户包
含了日月光、台积电、MPS、华天科技、长电科技等国内外一流集成电路企业。

                                                                                                                                           （来源：滨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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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寒武纪是全球智能芯片的先行者，成立于 2016 年，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产品的研发与技术创新，致力于
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处理器芯片，让机器更好地理解和服务人类。
       寒武纪是目前国际上少数几家全面系统掌握了通用型智能芯片及其基础系统软件研发和产品化核心技术
的企业之一，能提供云边端一体、软硬件协同、训练推理融合、具备统一生态的系列化智能芯片产品和平台化基
础系统软件。寒武纪产品广泛应用于服务器厂商和产业公司，面向互联网、金融、交通、能源、电力和制造等领域
的复杂 AI 应用场景提供充裕算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

产品介绍

一、智能加速卡
思元 290 芯片

产品简介

       寒武纪思元 290 芯片，采用创新性的 MLUv02 扩展架构，使用台积电 7nm 先进制程工艺制造，在一颗芯
片上集成了高达 460 亿的晶体管。芯片具备多项关键性技术创新， MLU-Link™多芯互联技术，提供高带宽多
链接的互连解决方案；HBM2 内存提供 AI 训练中所需的高内存带宽；vMLU 帮助客户实现云端虚拟化及容
器级的资源隔离。多种全新技术帮助 AI 计算应对性能、效率、扩展性、可靠性等多样化的挑战。

核心优势

1. 寒武纪 MLUv02 扩展架构
       思元 290 基于 MLUv02 架构进行了多项扩展，实现峰值算力提升 4 倍、缓存带宽提高 12 倍、芯片间通讯
带宽提高 19 倍。新架构采用 7nm 制程，可提供更高性能功耗比，以及多 MLU 系统的扩展能力。

2. 寒武纪 MLU-Link™多芯互联技术
       MLU-Link™多芯互联技术，首发于寒武纪思元 290 芯片，总带宽高达 600GB/s，支持思元芯片间互联和
跨系统互联，可实现计算中心级纵向扩展，满足超大型 AI 模型训练的需要。

3. 寒武纪 vMLU 虚拟化解决方案
       寒武纪虚拟化技术 vMLU，支持在思元 290 上实现 4 个相互隔离的 AI 计算实例，每个实例独占计算、内存
和编解码资源，在虚拟化环境下仍可保持不低于 90% 的极高效率，帮助客户充分利用硬件资源。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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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寒武纪 Neuware 端云一体软件栈
       寒武纪 Neuware 软件栈采用端云一体架构，支持寒武纪全系列产品共享同样的软件接口和完备生态，可
方便地进行 AI 应用的开发，迁移和调优，轻松实现云端开发训练模型，终端部署应用。

5. 自适应精度训练
       思元 290 采用寒武纪自适应精度训练方法。自适应精度训练可自适应调整深度学习模型不同层、不同数据
类型的量化参数，同时量化参数调整周期也是自适应的，可在保证精度要求的基础上提高能效比。 

6. 高带宽内存
       思元 290 承载了 32G 高带宽内存（HBM2），单芯片内存带宽高达 1.23TB/ 秒，是思元 270 芯片的 12 倍，
有效解决传统加速器芯片内存带宽瓶颈问题，为用户提供更高的模型训练速度。

思元 370 芯片

产品简介

       基于 7nm 制程工艺，思元 370 是寒武纪首款采用 chiplet（芯粒）技术的 AI 芯片，集成了 390 亿个晶体管，
最大算力高达 256TOPS(INT8)，是寒武纪第二代产品思元 270 算力的 2 倍。凭借寒武纪最新智能芯片架构
MLUarch03，思元 370 实测性能表现更为优秀。思元 370 也是国内第一款公开发布支持 LPDDR5 内存的云端
AI 芯片，内存带宽是上一代产品的 3 倍，访存能效达 GDDR6 的 1.5 倍。全新升级的 Cambricon Neuware
软件栈，新增推理加速引擎 MagicMind，实现训推一体，大幅提升了开发部署的效率，降低用户的学习成本、
开发成本和运营成本。

核心优势

1. 先进 chiplet 技术
       寒武纪首次采用 chiplet 技术将 2 颗 AI 计算芯粒封装为一颗 AI 芯片，通过不同芯粒组合规格多样化的
产品，为用户提供适用不同场景的高性价比 AI 芯片。

2.MLUarch03 芯片架构
       新一代张量运算单元，内置 Supercharger 模块大幅提升各类卷积效率；采用全新的多算子硬件融合技
术，在软件融合的基础上大幅减少算子执行时间。

3.MagicMind 推理加速引擎
       业内首个基于 MLIR 图编译技术达到商业化部署能力的推理引擎。用户仅需投入极少的开发成本，即可将
推理业务部署到寒武纪全系产品上，并获得颇具竞争力的性能。

4. 训推一体 Cambricon Neuware
       Cambricon Neuware 整合了训练和推理的全部底层软件栈，包括底层驱动、运行时库、算子库以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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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链等，将 MagicMind 和深度学习框架 Tensorflow，Pytorch 深度融合，实现训推一体。

5. 低功耗高带宽 LPDDR5 内存
       思元 370 芯片在业内率先支持 LPDDR5 内存，高带宽且低功耗，内存带宽是上一代产品的 3 倍，访存能效
达 GDDR6 的 1.5 倍，可在板卡有限的功耗范围内给 AI 芯片分配更多的能源，输出更强大的算力。

6. 新一代编解码单元
       全新视频图像编解码单元，可支持 132 路 1080p 视频解码，支持 10 路 8K 视频解码。视频编码时，在相同
图像质量（全高清视频 PSNR）的情况下比上一代产品节省 42% 带宽，有效降低带宽成本。

思元 270 芯片

产品简介

       思元 270 集成了寒武纪在处理器架构领域的一系列创新性技术，处理非稀疏深度学习模型的理论峰值性
能提升至上一代思元 100 的 4 倍，达到 128TOPS(INT8)；同时兼容 INT4 和 INT16 运算，理论峰值分别达到
256TOPS 和 64TOPS；支持浮点运算和混合精度运算。
       思元 270 采用寒武纪 MLUv02 架构，可支持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处理以及传统机器学习等多样化的人工
智能应用，更为视觉应用集成了充裕的视频和图像编解码硬件单元。

核心优势

1. 全新寒武纪 MLUv02 架构
       MLUv02 架构不是简单的从上一代升级而来，新架构基于片上网络（NOC）构建，保证思元 270 芯片内多
达 16 个张量核心的并行效率。基于硬件的片内数据压缩，提升缓存有效容量和带宽。

2. 推理性能再进一步
       新架构在采用 INT8 精度进行 AI 推理计算时，非稀疏网络性能比第一代加速卡提升高达 4 倍，可为系统提
供 40 倍于 CPU 的超高能效比。

3. 计算弹性和可编程
       思元 270 芯片支持多类神经网络，寒武纪 NeuWare 软件栈可以轻松部署推理环境。BANG Lang. 编程
环境可对计算资源做直接定制，满足多样化 AI 定制要求，专业而不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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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能边缘计算模组 - 思元 220 系列
MLU220-SOM

产品简介

       MLU220-SOM 智能模组采用全新的 MLUv02 架构，基于信用卡大小的模组上可以实现 16TOPS AI 算力
的单系统解决方案，功耗仅为 15W。MLU220-SOM 模组可以适用于各种严酷的户外环境，无论是 -40℃的严
寒还是 105℃的高温，MLU220-SOM 都可以长时间稳定工作。MLU220-SOM 模组可广泛应用于智慧电力，智
能制造，智慧轨交，智慧能源等边缘计算场景。支持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处理以及传统机器学习等高度多样化
的人工智能应用，实现各种业务的边缘端智能化解决方案。

核心优势

产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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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元 220-M.2 边缘端人工智能加速卡

产品简介

       思元 220 芯片基于寒武纪 MLUv02 架构，手指大小的标准 M.2 加速卡集成了 8TOPS 理论峰值性能，功
耗仅为 8.25W, 可以轻松实现终端设备和边缘端设备的 AI 赋能方案。MLU220-M.2 加速卡可广泛应用于智能
电网、智能制造、智慧轨交、智慧金融等边缘计算场景。支持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处理以及传统机器学习等多样
化的人工智能应用，实现各种业务的边缘端智能化解决方案。
核心优势

产品列表

产品规格



14

ENTERPRISE
芯企业

公司介绍

       峰岹科技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专业的电机驱动芯片半导体公司，致力为各种电机系统提供高质量的驱
动和控制芯片，及电机技术的咨询服务。我们提供的芯片应用领域涵盖工业设备、运动控制、电动工具、消费电
子、智能机器人、IT 及通信等驱动控制领域。
       峰岹科技获得国内外多个奖项，并拥有多项国内和国际专利，同时，荣获由国家工信部组织的第十二届中
国芯 “最具投资价值企业”的称号和“最具潜质产品”奖。
       目前，已与国内外众多大型和中小型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业务涵盖亚洲、北美和欧洲市场。
公司总部设在深圳，并且在上海、青岛、顺德、新北和新加坡等地设有子公司和服务中心。公司技术骨干在电机
技术、驱动架构和芯片设计方面富有经验，并且在这些领域有较大的影响力。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高质量和快
速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凭借丰富的行业技术服务经验，规范实施 ISO9000 管理体系，峰岹科技正逐步成为全球
有影响力的、重要的电机驱动和控制芯片供应公司和合作伙伴。

产品介绍

一、智能加速卡
       随着科技的进步，无刷直流电机（BLDC MOTOR）越来越多地取代传统交流感应电机和有刷直流电机，应
用于对噪音、寿命、效率有高要求的场合。在这一趋势的引领下，峰岹科技推出新型三相静音系列。

峰岹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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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产品优势

产品选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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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相 ASIC 系列
       针对单相冷却风扇应用，峰岹科技推出一系列高效率、低功耗、超静音的驱动控制芯片，产品覆盖 MOSFET
全内置和全外置方案。

产品应用

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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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表

三、MCU 系列
       为了满足产业领域对电机控制器高集成度的要求，峰岹科技推出了集成“高速电机控制引擎”和“8051 内
核”的双核电机控制器。

产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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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产品选型表

四、驱动 IC 系列
       峰岹科技推出一系列栅极驱动芯片，该系列产品适用于电机驱动、DC-DC 转换器、DC-AC 逆变器、D 类
功率放大器等多种不同应用领域。



产品应用

产品选型表

      

19

ENTERPRISE
芯企业



公司介绍

       南京凌鸥创芯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运动控制领域的集成电路设计与生产并提供总体解决方案的高
科技企业。公司以运动控制芯片为核心业务，同时致力于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目标市场主要为电动车辆、伺
服控制、机器人、电动工具、家用电器等。
       凌鸥拥有一支由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毕业的博士、硕士为骨干的专业
技术队伍。具有处理器芯片、ADC、DAC、PGA 等数模混合 SOC 芯片开发能力；同时也具备各种电机控制算
法开发能力，强大的应用技术团队有产品级应用方案设计开发能力。 公司通过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自主研发了
电机控制专用 SOC 芯片、Gate Driver、DC-DC、角度传感器等芯片。应用领域涵盖到工业控制、汽车电子、消
费类产品市场等，以具有极高性价比的产品及卓越的技术服务，致力于打造一套完整的电机控制生态链。

产品介绍

一、MCU
LKS06 系列

       LKS06 系列 MCU 是凌鸥创芯针对电机驱动市场，推出的电机专用运动控制系列芯片。集成仪表级全差分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 差分 ADC，不需要电压偏置就可以处理正负信号；集成同步双采样 3Msps 12BIT 高速
ADC，集成全温度范围千分之五电压基准源；集成 96MHz 32BIT MCU，除法，开方运算 100ns 内完成；工作
温度范围 -40~105℃，内部 RC 全温度范围时钟偏差 1% 以内，通过 6KV 人体模型引脚接触放电，通过 15KV
非触式空气静电放电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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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凌鸥创芯电子有限公司



LKS08 系列

       LKS08 系列 MCU 是凌鸥创芯针对电机驱动市场，推出的高性能电机运动控制系列芯片。集成仪表级全差
分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 差分 ADC，不需要电压偏置就可以处理正负信号；集成同步双采样 3Msps 12BIT 高
速 ADC，集成全温度范围千分之五电压基准源；集成 96MHz 32BIT MCU+DSP, 自主指令集 DSP 可作为异
构独立核心运行程序，三角函数运算、开方运算 100ns 内完成；
       工作温度范围 -40~105℃。内部 RC 全温度范围时钟偏差 1% 以内，通过 6KV 人体模型引脚接触放电，通
过 15KV 非触式空气静电放电测试。
       集成度高、节约 BOM 成本，丰富的模拟运放和比较器资源，可满足单电阻 / 双电阻 / 三电阻电流采样拓
扑架构的不同需求；内部集成高压钳位网络，允许高压共模信号直接输入，轻松实现 MOSFET 内阻直接电流
采样，节省 了昂贵的电流采样电阻并降低了系统功耗。

LKS05 系列

       LKS05 系列 MCU 是凌鸥创芯针对电机驱动市场，推出的高性价比电机运动控制系列芯片。集成仪表级全
差分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 差分 ADC，不需要电压偏置就可以处理正负信号；集成同步双采样 3Msps 12BIT
高速 ADC，集成全温度范围千分之五电压基准源；集成 96MHz 32BIT CPU，三角函数运算、开方运算 100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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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工作温度范围 -40~105℃，内部 RC 全温度范围时钟偏差 1% 以内，通过 6KV 人体模型引脚接触放电，
通过 15KV 非触式空气静电放电测试。
       LKS05 系列 MCU 在提供电机控制应用必须资源的前提下仍具有极佳性价比。

LKS03 系列

       LKS03 系列 MCU 是凌鸥创芯针对电机驱动市场，推出的紧凑型电机运动控制系列芯片。集成仪表级全差
分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 差分 ADC，不需要电压偏置就可以处理正负信号；集成同步双采样 1Msps 12BIT 高
速 ADC，集成全温度范围千分之五电压基准源；集成 48MHz 32BIT CPU，硬件除法，开方运算 100ns 内完成；
同时配备 DMA。工作温度范围 -40~105℃，内部 RC 全温度范围时钟偏差 1% 以内，通过 6KV 人体模型引脚
接触放电，通过 15KV 非触式空气静电放电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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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车规级 MCU
       LKS32AT085 是凌鸥创芯针对汽车级应用，推出的高性能车规级运动控制系列芯片，通过 AECQ100 等级
测试认证。集成仪表级全差分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 差分 ADC，不需要电压偏置就可以处理正负信号；集成同
步双采样 3Msps 12BIT 高速 ADC，集成全温度范围千分之五电压基准源；集成 96MHz 32BIT MCU+DSP, 自
主指令集 DSP 可作为异构独立核心运行程序，三角函数运算、开方运算 100ns 内完成；
       工作温度范围 -40~125℃。内部 RC 时钟在 -40~105℃偏差 ±1% 以内，在 -40~125℃偏差 ±1.5%，通过
6KV 人体模型引脚接触放电，通过 15KV 非触式空气静电放电测试。

三、Gate Driver
       凌鸥创芯拥有多款颇具竞争力的 MOSFET、IGBT 栅极驱动芯片，内部集成了逻辑信号输入处理电路、死区
时间控制电路、闭锁电路、电平位移电路、脉冲滤波电路以及输出驱动电路，专用于无刷控制器中的驱动电路。
在电动自行车、家电、电动工具、工业控制等领域均应用广泛。

四、Power
       凌鸥创芯拥有多款适用于电动车辆、电动工具、中压 / 低压风扇、水泵等领域的 DC-DC/AC-DC 电源芯
片，具有高能量利用率、高集成度、宽输入电压、低成本等特点，与凌鸥创芯的 MCU 系列芯片、Gate Driver 芯
片配合，可提供一站式芯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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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368号海创基地北楼四楼B4092室
投稿：incub@hicc.org.cn
官网：www.hicc.org.cn
电话：86- 571- 86726360
传真：86- 571- 86726367

杭州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有限公司 
杭州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