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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贸易合规 

(一) 中芯国际成熟工艺获部分供应许可
i
 

据《科创板日报》3 月 2 日消息，为中芯国际提供高制程工艺

部分产品所需设备的美国设备商，已获美国许可证。据悉，该

批次与中芯国际部分成熟制程工艺设备供应商为同批次获批。

据《芯谋研究》披露，向中芯国际供应 14 纳米及以上成熟工艺

设备的许可已获批，此外，用于 14 纳米晶圆外延生长的关键设

备许可也获得了批准。但是 10 纳米及以下技术节点的出口许

可，暂时无进展。 

 

而中芯国际在互动平台就此回复，公司会尽最大努力，持续携

手全球产业链伙伴，保证公司生产连续性及扩产规划不受影

响。中芯国际进一步强调，虽然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公司始

终坚持依法合规经营，有信心保证公司短期内生产经营不受重

大不利影响。 

 

(二) 拜登政府进一步限制供应商向华为提供 5G 设备
ii
 

据路透社 3 月 11 日消息，拜登政府修订了美国企业对于华为供

货的许可证，进一步限制相关企业向华为供应可用于 5G 设备

的产品。 

 

据消息人士称，这次的修改可能会造成一些与华为已经签署协

议的供应商无法交付约定的产品。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则称许可

证信息属于机密，发表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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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表明，拜登政府也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立场，认为华

为对于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 

 

二、 海外投资 

(三) FCC 认定五家中国企业威胁美国安全
iii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于美国当地时间 3 月 12 日将五家中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列入了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设备和服务清单。 

 

这五家公司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和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FCC 表示，这些公司的电信设备和服务“被发现对美国国家安全

或美国人民的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 

 

(四) 美法官发布初步禁令，禁止美国防部禁令对小米生效
iv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法官 Rudolph Contreras 于 3 月 12

日作出裁决，要求暂时停止执行对于小米集团的投资禁令。 

 

在裁决书中，Contreras 法官称，小米是一家民用商业产品的生

产商，由控股股东控制，并非由中国政府或其安全部门控制，

且与其他中国政府或其安全部门所有或控制的实体并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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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亦进一步指出，国防部给予的小米与中国军方有关系的理

由并不充分。 

 

小米集团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被美国国防部加入第五批“中国涉

军企业”清单（详见本半月刊 2021 年 1 月第 1 期）。1 月下旬，

小米集团在华盛顿联邦法院提出诉讼，称自己并不受中国军方

控制，希望能将其从该清单中删除，并称国防部的做法“非法且

违宪”。 

 

(五) 美国监管机构批准 SK 海力士收购 Intel 存储业务
v
 

根据 SK 海力士于 3 月 12 日发布的信息，继去年获得美国联邦

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批准后，日前，美国外

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亦批准了 SK 海力士以 90 亿美元收购 Intel NAND 和闪存

业务的交易。 

 

此项交易还需获得英国、中国等政府的批准。 

 

三、 知识产权 

(六) Intel 侵犯芯片专利被判赔偿近 22 亿美元
vi
 

据彭博社当地时间 3 月 2 日报道，美国德州联邦法院日前做出

判决，Intel 因被认定侵犯了 VLSI LLC 名下两项专利，被判赔

偿 21.8 亿美元。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专利侵权赔偿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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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之一。该等赔偿额相当于 Intel 去年四季度盈利的一半。Intel

对此表示不服，并已确定上诉。 

 

VLSI 本身没有任何产品，属于非专利实施主体，主要依靠专利

许可和专利诉讼寻求赔偿获得收入。这两项专利几经转手，

VLSI 于 2019 年获得这两项专利的所有权。 

 

法庭表示，Intel 并不存在故意侵权的行为，否则将导致更高的

赔偿额，甚至可能达到法庭判决赔偿额的两至三倍。 

 

(七) 比特大陆在台湾挖芯片工程师，被台湾相关部门调查

vii
 

据彭博社当地时间 3 月 10 日的报道，因怀疑从台湾各个科技公

司挖走数百名芯片工程师，台湾新北区检察机关已对比特大陆

台湾公司的相关人员展开调查。 

 

该报道援引新北检察机关办公室发言人的声明，称调查人员周

二即 3 月 9 日前往比特大陆在台湾的两个办公室，询问了 19 名

员工，以调查该公司是否违反当地的法律。 

 

据该报道称，比特大陆从事采矿和其他用途的半导体开发，涉

嫌在三年内非法从台湾招募数百名工程师，进而涉嫌违反《台

湾地区人民与大陆地区之间关系管理法》，台湾禁止未经批准

的大陆公司开展业务、在当地招募人员及充当猎头。 

 

另传，比特大陆拟在台积电量产 5 纳米产品，但台积电要求其

签署无任何妨碍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的特别声明，否则不愿意

为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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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武汉中院发出跨国禁诉令，禁止美国公司在全球起诉

小米
viii

 

3 月 4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消息，武汉市中级人民法

院（“武汉中院”）针对小米集团与美国专利巨头交互数字公司

(Inter Digital，“交互数字”)及其关联公司的专利纠纷案发出全球

首个跨国禁诉令。 

 

禁诉令要求，在小米通讯技术公司及关联公司（“小米”）与交

互数字在武汉诉讼期间，禁止交互数字在全球范围内提起相关

诉讼，以排除不法干扰和诉讼妨碍。 

 

从 2013 年起，小米与交互数字就专利许可进行了多轮谈判，但

未有结果。2020 年 6 月 9 日，小米向武汉中院起诉就专利许可

使用费进行裁决。7 月 29 日，交互数字向印度德里法院起诉小

米专利侵权并寻求许可费率争议裁决及禁令救济。8 月 4 日，

小米向武汉中院提起禁诉令保全申请。9 月 23 日，武汉中院裁

定，要求交互数字立即撤回或终止在印度针对小米申请的相关

诉讼请求，且不能在全球范围任何法院对小米申请专利许可费

率裁决及禁令。若交互数字违反裁定，每日需支付罚款人民币

100 万元。随后，交互数字提起了复议，2020 年 12 月 4 日，武

汉中院驳回了复议申请。 

 

武汉中院做出上述裁定的理由在于，小米注册于中国且关联公

司位于武汉，武汉中院具有管辖权。因中国法院受理在先，印

度法院受理在后，在国家间发生平行诉讼时，原则上应由先受

理法院行使管辖权。此外，在该案终结前，暂时禁止交互数字

提起诉讼，不会对其造成实质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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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立法动态 

(九) 工信部称政府将加大对于芯片产业的国家层面扶持
ix
 

2021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新闻办就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举办

发布会。在会中，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称，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芯片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布了多项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

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全面优化完善高质量发展芯片和

集成电路产业的有关环境政策。芯片产业发展需要在全球范围

内加强合作，共同打造芯片产业链，使其更加健康可持续发

展。中国政府将在国家层面给予大力扶持，共同营造一个市场

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 

 

五、 行业动态 

(十) 欧盟寻求在 2030 年将其的芯片市场份额扩大一倍
x
 

据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 3 月 10 日的报道，欧盟计划在当前 10

年内投入超过 1500 亿美元以发展下一代数字产业，特别是芯片

和人工智能等先进领域的发展，以缩小在该等领域与美国和中

国等竞争对手的差距。 

 

该项资金投入被称为“数字指南针”(Digital Compass)计划，是欧

盟 2 万亿美元新冠病毒经济复苏计划的一部分。这项新计划旨

在至 2030 年显著提升欧盟的技术自主性。而其中的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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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 2030 年，欧洲的半导体产值将达到全球的 20%，相较于

去年仅 10%的比例，会提高一倍。 

 

(十一) 台积电将于 2022 年开始大规模生产 3nm 芯片
xi
 

据外媒当地时间 3 月 1 日报道，台积电将于 2022 年开始大规模

生产 3 纳米芯片。得益于苹果的订单，台积电计划在 2022 年中

将 3 纳米工艺的月产能提升到 5.5 万片，并在 2023 年将产能进

一步扩大到每月 10.5 片。此外台积电还计划在今年内扩大 5 纳

米芯片的产量，以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需求。据该报道，2021

年上半年内，5 纳米芯片的产量将由 2020 年四季度的每月 9 万

片提升至 10.5 万片，并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将产能进一步扩大至

每月 12 万片。 

 

(十二) 中美半导体行业协会成立“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

和贸易限制工作组”
xii
 

经过多轮讨论和磋商，中美两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宣布成立“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将为

中美两国半导体产业建立一个及时沟通的信息共享机制，交流

有关出口管制、供应链安全、加密等技术和贸易限制等方面的

政策。 

 

两国协会希望通过工作组，促进更深次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工

作组计划每年两次会议，分享两国在技术和贸易限制政策等方

面的最新进展。根据双方共同关注的领域，工作组将探讨相应

的对策建议，并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今年的会议将先

在线上举行，今后视疫情发展情况，召开面对面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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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信息，双方将各自委派 10 家半导体

会员公司参加工作组，各自分享相关信息并进行对话，双方协

会将负责工作组的具体工作。 

 

(十三) 吉娜·M·雷蒙多宣誓就任美国第 40 任商务部长
xiii

 

3 月 3 日，吉娜·M·雷蒙多宣誓就任美国第 40 任商务部长。在

担任商务部长期间，雷蒙多将领导包括国际贸易署、工业和安

全局、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专利和贸易局、国家海洋和大气

管理局、经济发展署，少数民族商业发展管理局、国家电信和

信息管理局、经济分析局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莱蒙多部长最近担任罗德岛州第 75 任州长，也是该州第一位女

州长。根据吉娜本人的表态来看，在此之后将会把自身的注意

力放在对于美国电信网络的保护上，而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目

标，针对华为以及中兴的各项措施在后续仍会持续。 

 

在参议院的议员对其进行询问的过程中，吉娜·雷蒙多还做出

明确表示，现如今美国的制造业受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严重

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更好的发展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

各项技术以及创新能力，应该通过激进的贸易执法行动来达到

自己的这项目的。 

 

除此之外，吉娜·雷蒙多还表示，为了给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

环境，在此之后将会针对中国的各项贸易行动采取相应的措

施，因为其声称中国此前的行动有违竞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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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1 月份全球半导体销量同比增长 13.2%
xiv
 

2021 年 3 月 1 日，华盛顿半导体工业协会（SIA）今天宣布，

2021 年 1 月全球半导体工业销售额为 400 亿美元，比 2020 年 1

月的 353 亿美元增长 13.2%，比 2020 年 12 月的 396 亿美元增

长 1.0%。月销售额由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编

制，代表三个月的移动平均值。SIA 占美国半导体行业收入的

98%，占非美国芯片公司的近三分之二。 

 

2021 年，全球半导体销售开局强劲，1 月份同比和逐月增长。

全球半导体生产正在增加，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缓解影响

汽车行业和其他行业的芯片短缺，预计 2021 年的年销售额将增

加。 

 

从地区来看，所有市场的销售额逐年增长：亚太地区

（16.0%）、美洲（15.4%）、中国（12.4%）、日本（9.6%）

和欧洲（6.4%）。中国（3.4%）、欧洲（2.0%）和亚太地区/所

有其他地区（1.5%）的月环比销售额有所增长，但日本（-

1.0%）和美洲（-3.0%）的月环比销售额有所下降。 

 

(十五) 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呼吁联邦政府投资

半导体制造和研究
xv
 

3 月 1 日，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发布了最

后报告，概述了一项全面战略，以应对新兴人工智能时代的机

遇和挑战。报告称美国在微电子领域的领导地位对于美国在人

工智能领域的整体领导至关重要，并呼吁实施国家微电子战

略，振兴国内微电子制造业，并加强微电子研究。SIA 赞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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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呼吁联邦增加对半导体研究和制造业的 350 亿美元支持，以

及建立可退还的投资税信贷。 

 

国会在 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NDAA）中设立了 NSCAI，

以“审查人工智能、相关机器学习发展和相关技术的进展”。过

去两年，NSCAI 与包括 SIA 和成员公司在内的各种利益相关者

进行了会晤，听取一系列关于政府应该如何支持美国在人工智

能领域的领导层的意见。 

 

在其微电子章节中，NSCAI 呼吁美国政府关注的三个方面：实

施国家微电子战略，振兴国内微电子制造业，并加大微电子研

究力度。委员会的建议基本上与今年 NDAA 通过的《美国芯片

法》的规定相呼应。在制造业方面，NSCAI 强调，关键半导体

制造规定资金不足，并呼吁建立 40%可退还投资税减免。在研

究方面，NSCAI 呼吁进行大量半导体研究投资，总计 120 亿美

元。  

(十六) 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将剔除小米、箩筐技术和中微

公司
xvi
 

3 月 11 日消息，标普全球评级 3 月 11 日在官网宣布，将于 3

月 15 日开盘前将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小米

和箩筐技术公司从标普道琼斯指数中剔除。标准普尔道琼斯指

数表示因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至今未就“非

特别认定国民中共军方公司名单”上的企业提供更多讯息，3

月 15 日开市前将从指数中剔除中微公司及箩筐技术。 

 

美国国防部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公布了根据《1999 财年国防授

权法》第 1237 节编制的第 5 批共产主义中国军事公司名单。根

据《国防授权法》第 4（a）节，第 5 批实体也是共产主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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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公司第 13959 号行政命令（2020 年 11 月 12 日）经第

13974 号行政命令（2002 年 1 月 13 日）修订。第 13959 号行政

命令禁止美国人从事中国共产党公司公开交易证券的交易，以

及从事此类证券的衍生品或旨在提供投资敞口的证券的交易。 

 

第 13959 号行政命令的禁令适用于第 5 批实体的证券，自 2021

年 1 月 14 日第 5 批清单公布之日起 60 天生效，即 2021 年 3 月

15 日。 

 

此时，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负责执行第

13959 号命令，尚未提供关于第 5 批名单的任何补充信息，

OFAC 尚未将第 5 批中确定的任何公司添加到其证券受第 13959

号行政命令约束的非 SDN 中国共产党军事公司名单中。 

 

因此，在没有 OFAC 提供进一步信息或指导的情况下，标准普

尔道琼斯指数特此确认，三家企业的证券将从 2021 年 3 月 15

日开盘前生效的指数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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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电路知识产权联盟（ICIP Alliance）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工业和信息化部

电子信息司及国家和地方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由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

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一研究所，简称“国家工信安全中心”）牵头发起、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正式成立的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为联盟名誉理事长单位，国家工信安全中心为联盟理事长单位，联盟秘书处设在国家工

信安全中心-CIC 赛昇计世资讯。联盟成员覆盖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相关

装备和材料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标准化、科研院所、相关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互联

网、内容与服务等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组织，旨在整合全产业链资源，积极营造全产

业链融入和适应国际竞争规则、尊重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重视和加强合规管理的环境

与氛围。 

若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集成电路知识产权联盟，欢迎联系杨晓丽秘书长

65463692@qq.com 或中集知联小助手：ICIP_Alliance 或关注“中集知联”微信公众号查

看更多信息。 

 

美国奥斯顿律师事务所（Alston & Bird LLP）成立于 1893 年，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约 800

多名律师，并在美国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硅谷、亚特兰大、夏洛特、达拉

斯和罗利，在欧洲有伦敦及布鲁塞尔设有办公室。奥斯顿律师事务所是一间面向全球的

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为国内及跨国客户提供跨越多行业的法律服务。其中国业务团队由

来自多个办公室及不同业务领域的律师和顾问组成，长期服务于中国客户，把对中国体

制、实践和法律的深入了解与务实的商业建议融合在一起，帮助中国客户扩大并成功运

营海外业务，也帮助外国公司了解在中国可能出现的问题。团队律师具有多个司法管辖

区的资格，并且能流利地使用普通话、台湾方言和其他中国方言。 

若对本半月刊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了解奥斯顿律师事务所，欢迎联系苏慧伦

律师 helen.su@alston.com 或李奕律师 yi.li@alston.com。 

mailto:欢迎联系杨晓丽秘书长65463692@qq.com
mailto:欢迎联系杨晓丽秘书长6546369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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