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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转发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

函”）已收悉。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扬芯片”、“发

行人”、“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北京

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发行人会计师”、“申报会计师”）等相关方对落实函所列问

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说明： 

1、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广东利扬芯片测试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

说明书”）、《关于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以下简称“首轮问询回复”）一致。涉

及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申请文件补充披露或修改的内容已用楷体加粗标明。 

2、本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均为四舍

五入造成。 

3、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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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请发行人：(1）列表说明 2019 年第三、四季度对发行人贡献较大的主要客

户，上述客户在报告期及 2020 年上半年涉及的测试业务收入类别及其中高端属

性、毛利率、涉及应收账款回收情况，上述业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说明报告

期内 5G 基站等芯片相关收入的具体情况，涉及的主要客户、收入金额及占比。

请发行人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披露 2019 年第三、四季度主营业务收入相比报

告期其他季度大幅增长的原因。(2）补充披露 8nm 制程芯片测试市场行业发展

情况，主要竞争对手及竞争态势，报告期及 2020 年上半年该业务主要客户的收

入金额及占比、毛利率，说明 8nm 制程芯片测试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

是否合理，该业务新客户开发及订单情况。(3）针对公司 8nm 制程芯片测试项

目为 2019 年净利润增长重要来源且主要依赖于比特微情形，在招股说明书重大

事项提示部分作充分披露和风险提示。(4)进一步说明比特微实际控制人涉案进

展情况，是否对发行人与比特微相关业务经营存在重大不利影响。请保荐机构

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列表说明 2019 年第三、四季度对发行人贡献较大的主要客户，上述客

户在报告期及 2020年上半年涉及的测试业务收入类别及其中高端属性、毛利率、

涉及应收账款回收情况，上述业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说明报告期内 5G 基站等

芯片相关收入的具体情况，涉及的主要客户、收入金额及占比。请发行人结合

上述情况，进一步披露 2019 年第三、四季度主营业务收入相比报告期其他季度

大幅增长的原因。 

（一）列表说明 2019 年第三、四季度对发行人贡献较大的主要客户，上述

客户在报告期及 2020 年上半年涉及的测试业务收入类别及其中高端属性、毛利

率、涉及应收账款回收情况，上述业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2019 年第三、四季度，对发行人收入贡献较大的主要客户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2019第三季度主

营业务收入 

占第三季度主营

业务收入比重 

2019第四季度主

营业务收入 

占第四季度主营

业务收入比重 

比特微 2,785.31 39.18% 3,771.65 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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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顶科技 1,549.27 21.79% 1,689.20 19.15% 

全志科技 780.84 10.98% 936.52 10.62% 

锐能微 267.09 3.76% 262.56 2.98% 

西南集成 171.75 2.42% 516.47 5.85% 

合计 5,554.26 78.12% 7,176.40 81.36% 

报告期各期及 2020 年上半年，上述客户测试业务收入类别、中高端属性、

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如下： 

（1）2020年 1-6 月 

单位：万元 

客户 测试类型 中高端属性 
2020年 1-6月 

主营业务收入 

是否已全部回

款 

比特微 
芯片成品测试 高端 2,679.83 

是 
晶圆测试 高端 1.37 

汇顶科技 
芯片成品测试 高端、中端 1,353.89 

是 
晶圆测试 中端 1,103.35 

全志科技 
芯片成品测试 高端、中端 1,138.25 

否 
晶圆测试 高端、中端 661.94 

锐能微 
芯片成品测试 中端 340.96 

是 
晶圆测试 中端 146.11 

西南集成 
芯片成品测试 中端 1,297.34 

否 
晶圆测试 中端 265.39 

合计 — — 8,988.43 — 

截至 2020年 8月 31日，公司主要客户 2020 年 1-6月的货款，除全志科技、

西南集成外，其余已全部收回。其中，公司尚未收回全志科技、西南集成的货款

金额分别为 64.19 万元、10.89 万元，公司尚未收回的仅为 2020 年 6 月部分货

款，且金额较小。 

（2）2019年 

单位：万元 

客户 测试类型 中高端属性 
2019年 

主营业务收入 
是否已回款 

比特微 
芯片成品测试 高端 6,537.25 

是 
晶圆测试 高端 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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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顶科技 
芯片成品测试 高端、中端 4,214.10 

是 
晶圆测试 高端、中端 2,104.09 

全志科技 
芯片成品测试 高端、中端 1,718.83 

是 
晶圆测试 高端、中端 1,063.16 

锐能微 
芯片成品测试 中端 719.31 

是 
晶圆测试 中端 254.44 

西南集成 
芯片成品测试 中端 626.22 

是 
晶圆测试 中端 218.01 

合计 — — 17,552.64 — 

（3）2018年 

单位：万元 

客户 测试类型 中高端属性 
2018年 

主营业务收入 
是否已回款 

比特微 
芯片成品测试 高端 1,062.74 

是 
晶圆测试 高端 9.59 

汇顶科技 
芯片成品测试 中端 3,476.04 

是 
晶圆测试 高端、中端 1,604.21 

全志科技 
芯片成品测试 高端、中端 1,725.66 

是 
晶圆测试 高端、中端 1,259.08 

锐能微 
芯片成品测试 中端 545.66 

是 
晶圆测试 中端 177.77 

西南集成 
芯片成品测试 中端 63.33 

是 
晶圆测试 中端 254.24 

合计 — — 10,178.32 — 

（4）2017年 

单位：万元 

客户 测试类型 中高端属性 
2017年 

主营业务收入 
是否已回款 

比特微 
芯片成品测试 高端 115.38 

是 
晶圆测试 - - 

汇顶科技 
芯片成品测试 中端 5,801.78 

是 
晶圆测试 中端 984.53 

全志科技 
芯片成品测试 高端、中端 1,377.49 

是 
晶圆测试 高端、中端 1,3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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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能微 
芯片成品测试 中端 479.14 

是 
晶圆测试 中端 141.27 

西南集成 
芯片成品测试 中端 160.74 

是 
晶圆测试 中端 97.35 

合计 — — 10,507.09 — 

公司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报告期各期，公司与上述主

要客户合作年限及合作规模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合作年限 

（截至本回复签署之日） 

是否为当期前五大客户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6 月 

1 比特微 2017 年首次合作，已达 4 年 第十大 是 是 是 

2 汇顶科技 2012 年首次合作，已达 9 年 是 是 是 是 

3 全志科技 2010 年首次合作，已达 11 年 是 是 是 是 

4 锐能微 2010 年首次合作，已达 11 年 是 是 是 第六大 

5 西南集成 2012 年首次合作，已达 9 年 第七大 第八大 是 是 

报告期各期，公司来自上述客户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0,507.09 万元、

10,178.32 万元和 17,552.64 万元；2018 年有所下降主要系 2018 公司来自汇顶

科技的销售收入有一定下降；2019 年随着集成电路产业景气度的上升，公司来

自上述客户的主营业务收入有较大增加。2020 年上半年，上述客户形成的主营

业务收入金额为 8,988.43 万元，同比有所增长。 

综上所述，公司来自主要客户的收入具有可持续性。 

发行人已将上述 2019年第三、四季度主要客户的毛利率情况申请豁免披露。 

（二）说明报告期内 5G基站等芯片相关收入的具体情况，涉及的主要客户、

收入金额及占比 

5G 相关芯片系公司从 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逐步导入的芯片类型。报告期内

及 2020 年上半年，公司 5G 芯片测试收入主要来源于客户西南集成和紫光同创。

其中，与 5G芯片相关的收入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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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集成 1,562.73 12.91% 844.23 3.74% 317.57 2.38% 258.09 2.06% 

其中：5G 芯片 1,100.98 9.09% 324.44 1.44% - - - - 

紫光同创（5G 芯片） 594.35 4.91% 143.88 0.64% - - -  

5G 芯片合计 1,695.33 14.00% 468.31 2.08% - - - - 

2019 年和 2020年上半年，公司来自于 5G芯片的测试收入分别为 468.31 万

元和 1,695.33 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2.08%和 14.00%。 

（三）请发行人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披露 2019 年第三、四季度主营业务

收入相比报告期其他季度大幅增长的原因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季度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第一季度 5,023.60 41.49% 2,360.60 10.47% 2,701.43 20.24% 2,542.28 20.31% 

第二季度 7,084.46 58.51% 4,261.26 18.89% 4,207.47 31.52% 2,983.29 23.84% 

第三季度 - - 7,109.75 31.53% 3,567.51 26.73% 3,359.53 26.84% 

第四季度 - - 8,821.03 39.11% 2,871.68 21.51% 3,630.18 29.01% 

合计 12,108.07 100% 22,552.64 100% 13,348.09 100% 12,515.28 100 % 

2019 年第三、四季度，公司主营业务较其他季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1）中美贸易摩擦导致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整体需求受到抑制，行业景气度

整体下滑，对公司的间接影响主要集中在 2018 年下半年和 2019 年上半年。2018

年下半年和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同比下滑 7.88%和 4.15%。

此后，随着国内产业政策和资本市场对集成电路行业的鼓励和支持，集成电路

产业景气度有所好转，公司在 2019 年第三、四季度的订单情况明显增加； 

（2）公司 8nm 先进制程芯片在 2019 年 6 月实现量产测试技术的突破，使

得公司在 2019 年第三、四季度来自客户比特微的收入大幅增长。2019 年第三、

四季度，公司来自于比特微的收入为 6,556.96 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重为 29.07%； 

（3）公司在 2019 年第三季度新导入 5G 芯片测试项目，当期实现测试收入

468.31 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2.08%。5G 芯片测试项目成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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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新的增长点。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中“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经营

成果分析”之“（一）营业收入分析”之“5、按季度构成划分”中补充披露了上

述楷体加粗内容。 

二、补充披露 8nm 制程芯片测试市场行业发展情况，主要竞争对手及竞争

态势，报告期及 2020 年上半年该业务主要客户的收入金额及占比、毛利率，说

明 8nm 制程芯片测试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是否合理，该业务新客户开

发及订单情况。 

（一）补充披露 8nm 制程芯片测试市场行业发展情况，主要竞争对手及竞

争态势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二、发行人所处行业基

本情况及竞争状况”之“（三）所属行业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

方面近三年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发行人取得的科技成果与产业深度融合

的具体情况”之“2、行业发展状况”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7）先进制程芯片测试市场行业发展情况，主要竞争对手及竞争态势 

①集成电路产业链中存在第三方专业测试厂商、封测一体公司、晶圆代工

企业、IDM 厂商和芯片设计公司等模式的厂商涉及了晶圆测试、芯片成品测试业

务。其中，晶圆代工企业、封测一体公司和第三方专业测试厂商都能对外提供

晶圆测试或者芯片成品测试服务，都是服务于芯片设计公司；而 IDM 厂商和芯

片设计公司主要为满足集团内部的测试需求来配置一定的测试产能。产业链上

各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和技术特点各不相同，第三方专业测试厂商以及市场上其

他测试模式公司所提供的测试服务也不尽相同，体现出不同的竞争优劣势。 

发行人属于第三方专业测试厂商，目前，发行人已取得一定的优势，包括

测试平台优势、本土市场客户资源及服务优势、贴近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地缘优

势、技术研发优势、人才优势等。 

②8nm 制程芯片目前属于先进制程芯片的范围。现阶段，能够提供 10nm 以

下先进工艺制程的只有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三家晶圆厂。采用先进制程生产

的芯片主要以数字芯片为主，包括高端 SoC、ASIC 和 FPGA 等，涉及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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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 CPU、GPU 服务器芯片和 AI 算力芯片等。采用先进制程芯片的企业均

为全球领先的芯片设计企业，包括苹果、高通、海思、三星、AMD、联发科、英

伟达、英特尔以及一些人工智能、算力芯片等领域的设计公司。 

上述企业的业务模式主要包含两种，一种为 IDM 模式公司，比如三星、英

特尔等，此类公司的芯片测试由自身配备的测试工厂完成；另一种为 Fabless

模式的芯片设计公司，比如高通、华为海思等，此类公司的芯片测试交由芯片

测试供应商完成，测试供应商包括封测一体的厂商（比如日月光、长电科技等）

和独立第三方专业测试厂商（比如京元电子、利扬芯片等）。因此，在先进制程

芯片测试市场，独立第三方专业测试厂商、封测一体公司和 IDM 厂商从事芯片

测试业务，为发行人在该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 

现阶段，行业内主要先进制程芯片的测试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芯片类型 测试供应商 测试供应商类型 

1 海思 麒麟系列 CPU 等 京元电子等 独立第三方专业测试 

2 苹果 A系列处理器 日月光、安靠等 封测一体公司 

3 高通 骁龙处理器等 京元电子等 独立第三方专业测试 

4 三星 Exynos 处理器等 三星关联企业 IDM模式 

5 AMD 锐龙、霄龙处理器 AMD关联企业 IDM模式 

6 英特尔 CPU、GPU等 英特尔关联企业 IDM模式 

7 联发科 天玑处理器等 京元电子等 独立第三方专业测试 

8 英伟达 GPU 图形处理器 京元电子等 独立第三方专业测试 

9 比特大陆 区块链算力芯片 日月光、长电科技等 封测一体厂商 

10 比特微 区块链算力芯片 利扬芯片等 独立第三方专业测试 

③发行人测试的先进制程芯片主要涉及的领域为区块链算力芯片，该领域

的客户包括比特微、上海磐矽等，目前发行人为上述客户主要的测试供应商。

在区块链算力芯片领域，其他从事该领域的公司包括比特大陆、嘉楠科技、亿

邦通信等，其测试供应商主要为日月光、长电科技等。 

（二）报告期及 2020 年上半年该业务主要客户的收入金额及占比、毛利率 

公司自 2019 年开始导入 8nm 先进制程芯片测试项目并实现量产测试。2019

年和 2020 年上半年，8nm 先进制程芯片测试项目的主营业务收入金额及占比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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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比特微 2,681.20 22.14% 6,634.48 29.42% 

上海磐矽 141.75 1.17% 465.49 2.06% 

合计 2,822.95 23.31% 7,099.96 31.48% 

2019 年度和 2020 年上半年，公司 8nm芯片测试项目对应客户为比特微和上

海磐矽，合计实现收入分别为 7,099.96万元和 2,822.95万元。2020年上半年，

8nm测试项目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受春节放假的影响，和受疫情影响公司员

工分批次复工，开工率略低，而公司营业成本中以固定成本为主，单位固定成本

增加导致毛利率出现下降。 

（三）说明 8nm 制程芯片测试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是否合理，该

业务新客户开发及订单情况 

截至目前，晶圆制造厂中，能够提供 10nm以下先进工艺制程的只有台积电、

三星和英特尔三家厂商。采用先进制程生产的芯片主要以数字芯片为主，包括高

端 SoC、ASIC 和 FPGA 等，涉及的应用范围主要包括 CPU、GPU 服务器芯片和 AI

算力芯片等。先进制程芯片生产工艺难度大，成本较高，目前市场上已知的采用

先进制程工艺的芯片设计企业仍较少，如高通的骁龙处理器芯片、联发科的天玑

处理器芯片等。 

2019 年度，公司 8nm制程芯片测试项目收入类型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测试类型 收入（万元） 数量（千颗、片） 
销售均价 

（元/千颗、元/片） 

芯片成品测试 6,972.32 134,099.62 519.94 

晶圆测试 127.64 2,295 556.17 

2019 年，公司 8nm 制程芯片测试以芯片成品测试为主，晶圆测试收入规模

较小，主要原因是晶圆测试是客户为监控晶圆制造工艺的稳定性而对各批次抽查

部分测试，测试量较少。 

2019 年，公司 8nm 制程芯片成品测试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如下： 

8nm 制程芯片测试的销售均价相对较高：2019 年，公司 8nm制程芯片测试项

目销售均价为 519.94 元/千颗，销售均价较其他芯片成品测试项目高，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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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先进制程芯片在晶圆制造的过程中存在的工艺偏差，导致芯片各项性

能具有参数离散性的特征。在数百颗芯片串联使用的应用场景下，应当将参数相

同的芯片归为一类，从而保证芯片性能的一致性，最大程度提升终端设备的性能、

稳定性，同时降低功耗。公司通过多次迭代改进的电路设计、定制化 MES 系统、

量产大数据分析技术解决了 8nm制程芯片的工艺离散性问题，通过不断优化定制

化的测试方案，对电流大、向量深、性能参数离散的各项指标进行有效分类筛选，

满足其终端应用数百颗芯片串联供电使用的场景，该项技术具有独创性； 

（2）根据产品特性，公司已在先进制程芯片测试方案取得技术突破，以特

定参数对该类芯片进行 144种以上的分类，以达到每一种芯片参数的一致性，而

常规测试通常只分为 2种。先进制程芯片分类工序繁杂，耗时多，对生产管理系

统、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人员的要求较高，公司投入更多的高端测试设备、治具

等来设置生产专区，对生产流程的精益化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3）经过测试将参数一致性的芯片完成分类后，离散性参数范围大的芯片

仍可串联在一起使用。因此，上述分类能够将客户芯片的良率提升至 99.50%以

上，降低客户的成本，提高客户的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4）先进制程芯片的测试方案较为复杂，需经 6 次以上测试，即一颗芯片

需要经过至少 6次测试才能满足产品需求，而常规芯片仅需测试 1次。 

而公司生产设备的折旧、测试车间的厂房租金和装修摊销、测试车间保持恒

温恒湿条件等支出均为固定性成本，相比于其他制程芯片测试服务，8nm 销售均

价较高使得公司有较高的溢价，毛利率较高。 

发行人已将上述 8nm制程芯片测试项目对应客户的毛利率情况、8nm 各测试

类型的单位成本、毛利率情况申请豁免披露。 

同行业可比公司中，京元电子、华岭股份等均未单独披露先进制程芯片的测

试情况及毛利率情况；封测一体厂商中如日月光、长电科技等通常未单独披露测

试业务的毛利率情况，无法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 8nm制程芯片的测试毛利率情

况。 

公司 8nm 制程客户除比特微外，2019 年新增客户上海磐矽，并实现主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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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收入 465.49万元；2020年上半年，公司来自于比特微和上海磐矽 8nm 制程芯

片测试收入分别为 2,681.20 万元和 141.75 万元。2020 年上半年新开拓客户深

圳市众智芯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在 8nm制程高端测试领域能持续获取客户并产生

收入,测试能力已逐渐获得行业认可。 

截至 2020年 8月 31日，公司 8nm制程芯片测试项目订单情况如下： 

项目 

在手订单量 预计测试量 

芯片成品测试 

（千颗） 

晶圆测试 

（片） 

芯片成品测试 

（千颗） 

晶圆测试 

（片） 

8nm 制程芯片订

单情况 
2,711.65 65 27,000.00 900 

公司订单 87,668.61 61,320 321,006.68  151,221 

公司订单具有下单频繁、服务周期短等特点，因此在手订单数量通常仅能反

映公司未来 1-2周的订单情况。同时，部分对公司产能有需求的客户，通常会将

未来 1-3月的测试计划发送至公司，便于安排生产。公司 8nm制程芯片测试以芯

片成品测试为主，晶圆测试量相对较少。截至 2020年 8月 31日，公司 8nm 制程

芯片成品在手订单量为 2,711.65千颗，预计测试量为 27,000.00千颗。 

三、针对公司 8nm 制程芯片测试项目为 2019 年净利润增长重要来源且主要

依赖于比特微情形，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部分作充分披露和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招股书“重大事项提示”和“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一、经营风

险”补充以下内容： 

公司 2019 年净利润增长主要来源于 8nm 制程芯片测试项目的风险 

2019 年，公司净利润为 6,083.79 万元，较 2018 年度增长 281.98%，主要

得益于公司在 2019 年实现 8nm 制程芯片测试项目的量产测试，该项目为公司带

来主营业务收入 7,099.96 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31.48%，其中主

要来自公司第一大客户深圳比特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9 年度，公司来自比

特微的收入为公司净利润做出重要贡献。 

2020 年第一季度，公司与比特微的交易金额同比大幅增长，环比 2019 年第

四季度下降 68.29%,主要原因系比特微芯片产品正常的更新迭代; 2020 年 1-6

月，公司与比特微交易金额为 2,681.20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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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来公司与比特微的交易规模不能保持持续增长，将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

影响。 

四、进一步说明比特微实际控制人涉案进展情况，是否对发行人与比特微

相关业务经营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经向比特微公司了解，截至 2020年 8月 28 日，其实际控制人所涉案件正处

于侦查阶段，目前未有实质性结论；比特微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总经理，目前处

于取保候审状态，涉案期间一直未间断对公司生产运营的管理。该事件发生后，

比特微加强和优化了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后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了比特微正常、

持续的经营。 

上述事件未对比特微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对公司与比特微相关业

务的开展情况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一）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和 2020 年上半年收入成本明细表，按季度分析

公司客户收入情况；了解 2019 年第三、四季度主要客户情况，抽查主要客户订

单、生产流程单、送货单；了解主要客户所涉及的测试业务收入类别及使用测试

平台的情况，复核主要客户毛利率，获取主要客户期后应收账款回款单；了解公

司 5G 芯片测试项目的开展情况和对应的客户情况；复核对应客户的收入成本明

细表； 

（二）获取公司主要客户收入明细表，按季度分析主要客户收入在各季度的

波动情况，了解波动的原因； 

（三）了解 8nm制程芯片的市场发展情况，主要竞争对手及竞争态势；查询

同行业上市公司相关信息，了解同行业上市公司先进制程芯片测试的业务开展情

况；获取报告期及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先进制程芯片测试项目业务开展情况，8nm

制程芯片测试项目收入明细表，了解 8nm制程芯片所对应客户情况，新客户开发

和订单情况； 

（四）实地走访比特微，查看比特微生产经营场所；访谈比特微运营副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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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解比特微 2020 年上半年业务开展情况，与公司交易情况；访谈比特微法

务总监，了解比特微实际控制人所涉案件进展情况及目前状态，了解比特微对该

事件的应对情况及效果。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认为： 

（一）2019年第三、四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合理； 

（二）同行业上市公司未披露其关于 8nm等先进制程芯片测试业务开展和毛

利率情况，无法与发行人 8nm制程芯片毛利率情况进行对比； 

（三）比特微实际控制人案件暂无实质性进展，该事项对公司与比特微业务

开展情况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保荐机构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构

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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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

回复》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签名）：_______________ 

                               黄  江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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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反馈意见落实函之回

复报告的全部内容，确认落实函回复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董事长：    

 黄  江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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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

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睿  张晓枭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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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涉及

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

履行核查程序，本次回复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

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陈照星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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