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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市场崛起、前景广阔

在政府支持、巨大市场体量以及研发投入增加等

众多因素的推动下，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

国台湾，占据全球半导体总收入前六大国家/地

区的四席。这四大市场均拥有多家跨国半导体巨

头。亚太地区也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销量

占全球的60%，其中仅中国大陆市场的占比就超

过30%。

中国人口众多，是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重要的消

费市场。全球15家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中，大部分

企业面向中国的产品销量超过其面向美国的产品

销量。从世界各地半导体消费情况来看，中国在

2019年吸收了超过50%的半导体产品。

虽然新冠疫情的爆发致使半导体市场萎缩。人工

智能、大数据和5G等多项颠覆性技术的成熟将推

动半导体市场的发展。一旦经济复苏，市场将保

持可观增长，尤其是联网产品和应用。毕竟，联

网是先进技术的基础，也是所有技术应用的前提。

因此，尽管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复苏延缓、市场波

动，但半导体行业的长期前景仍较乐观。

企业发展的全新机遇与挑战

当前，全球范围内依赖于亚太地区制造产业的企

业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中国大陆的制造企

业数量占全球总数的30%，全球超过50,000家企

业的一级供应商在中国。半导体行业亦不例外。

由于精益生产以及全球范围内层层供应链网络等

因素叠加，新冠疫情下的供应链已经出现断裂。

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多元化发展机遇

仅有小部分公司对供应链风险进行详尽评估。企

业应立即考虑采取行动，提高供应链网络的弹复

力。当务之急是要挖掘供应链的替代来源，确保

供应链透明度，并建立安全储备。

中国将加快已进行多年的半导体行业结构调整，

为进一步提高其半导体自立能力。因此，中国预

计将加快实施半导体进口替代策略，从而推进非

进口半导体需求上升，最终拉动国内投资增长。

中央及地方政府相继发布数十份政策文件以推动

集成电路行业快速发展。国家大基金一期共投资

超过1,387亿元，资金的支持推动集成电路的发展，

包括设计、制造、封测实力加强加速国产化替代

5G 、IoT、AI 、云计算、车联网等新兴技术为集

成电路的发产带来增量机会。

中国的半导体消费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十年前，

近90%的半导体产品均用于出口。如今50%的半

导体产品被智能手机制造商和数据中心等国内企

业消化。预计到2035年，75%的中国半导体产品

将被国内市场消化。此外，未来五年，中国在半

导体设备方面的投入将达到顶峰。

另外，对半导体行业而言，规模至关重要，因为

企业需要持续投入以维持其高竞争力。研发至关

重要，收入较高的企业可加大对技术和创新投入。

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中国在集成电

路行业至少需要增加40万人才能达到目标，即在

2030年前增长到最初规模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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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挑战与痛点

半导体公司在ERP实施中主要面临以下挑战

标准功能无法满足的半导体行业特定
要求

无晶圆厂公司更专注于研发，不愿在
IT运营活动（如长期ERP实施项目）
上投入时间和资源

对整体要求的经验和知识有限

需要与上游和下游业务合作伙伴集成

业务的快速增长要求IT系统具有灵活
性和可扩展性，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功
能要求

德勤解决方案

行业整体解决方法包含

利用德勤的行业最佳实践，并在满足
特殊行业要求的系统中提供即用型解
决方案

提供从订单到现金，采购到付款，计
划生产以及记录到报告的端到端业务
流程

包括通过预配置客户端，新实现或现
有系统增强功能提供的增强功能和预
交付的加速器

提供行业特定功能

以智慧转型实现动力成长

VS

德勤在半导体行业具有全产业链的信息化服务能力

原料制造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系统开发
System 

Development

设备开发/买卖
Equipment 

Development

产品开发
Product 

Development

制程开发
Process 

Development

前端制造
Front end 

Production

后端制造
Back end 

Production

终端产品组装
End Product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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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企业面临更高要求，业务敏捷性需求空前，要扩大影响、打破壁垒、加强协作、实现机遇最大化。德
勤协助半导体企业开展从建立智能化自动流程到推动创新增长的智慧转型，以此开启无限可能，实现动力成
长。德勤不仅助力升级企业核心系统，更注重识别对企业至关重要的各类因素，并运用SAP解决方案（例如SAP 
S/4HANA）开展端到端转型，创造实际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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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制的产业解决方案: 提供无厂半导体和垂直

整合制造产业特别的模板，旨在解决客户在产

业中最紧迫的问题。为新创企业在无厂半导体

与垂直整合制造产业快速扩张和营运提供解决

模型。

• 解决关键痛点:利用增强的功能、报表和自动化

特性，此方案解决了产业内的重要挑战，包含:

− 因为多重流程方案造成的高复杂性 (单一流

程、统包解决、多芯片流程)

− 用于不同外包模式的各种定价方法

− 追踪批次次号码历史记录的困难

德勤半导体SAP ERP数字化核心转型方案

德勤特别为了使用SAP S/4HANA ERP解决方案的无厂半导体公司和整合组件制造商设计了數字化核心

轉型方案。此解决方案让德勤可快速响应客户在无厂半导体与整合组件制造产业的ERP需求，并同时

减少其时间与金钱的花费。

功能: 

设计和制造

流程: 

集成电路(IC)设计和垂直整合制造(IDM)

产业: 

科技、电信

此解决方案:

• 可达成标准功能无法满足的半导体产业特
殊需求

• 可协助节省时间与金钱

• 可在快速采用后提升生产力

特性

预先配置功能

• 预先配置的解决方案是SAP S/4HANA提供从订

单兑现、采购支付、计划生产、记录与报表等

端到端业务流程的一个例子

• 预先提供的内容可减少花费在记录业务流程步

骤、开发测试剧本与训练素材的时间

• SAP Fiori Apps 可提升用户体验

提供产业特殊的功能

• 多重流程方案 (单一流程、统包解决、多芯片

流程) 

• 不同外包流程采弹性计价方式

• 为双单位的晶圆和管芯提供外包流程管理、仓

储管理、实时信息

• 批次号码追踪: 对拆分的批次提供历史记录讯息

• 针对销售订单交货的双单元可用度检查与价格

控制

• 物料主数据的阶层设计

潜在效益

语言: ABAP

开发工具: SAP GUI, Eclipse Fiori

Platform: SAP S/4HANA

型式: 崁入 (Plu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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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流程

端到端的业务流程
支持集成

有效实施

业内已有落地实例
直接产生效果

成本效益

交付即用
无需大量IT人力
成本低

迅捷部署

快速有效构建系统
灵活应变

• 3-6月即可快速实施，而通常ERP实施至少8-9月

• 利用加速器，为增值活动节省时间，专注响应特定业务需求

• 预先交付的内容减少了用于记录业务流程过程、开发测试脚

本和培训材料的时间

• 通过高度集成和全面的半导体和IC设计解决方案提高端到端业

务流程的质量，实现法规遵从性要求

• 该解决方案基于行业最佳实践和经验证的业务流程构建，减

少了关键决策的数量

• 通过现成的解决方案实现快速采用并提高生产效率

• 使用样板进行预先配置实施，缩短的实施时间，转换为成本

的节约与生产力的创造

• 减少对项目设计/构建工作的依赖，并支持使用较小的核心团

队实施，并减少客户资源远离业务职责的时间

公司 地区 版本 导入年度

晶圆代工 大陆 SAP ECC 6 2009

IC设计& IDM 大陆 SAP ECC 6 2009

IC设计 大陆 SAP S/4HANA 2019

IC设计 大陆 SAP S/4HANA 2019

IC设计& IDM 台湾 SAP S/4HANA 2020

IC设计& IDM 大陆 SAP S/4HANA 2020

德勤解决方案全面提升实施效率——
质量、速度、采用率和经济性并行

项目准备

准备工作

计划蓝图

探究

实现

领会

最后准备

部署

上线&支持

运用

ASAP方法

德勤EVD方法

实施方法

减少时间、降低成本和风险

传统方法实施
预先配置实施

50%-70%起点

0%起点

解
决
方
案
的
成
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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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流程程序（BPP）描述执
行交易所需的步骤

德勤经验的广度和深度领先
实践

SAP 半导体 CoE团队具有深厚
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垂
直整合制造/晶圆代工厂/装备
与测试）和SAP实施经验

IndustryPrint——业务流程模
型反映半导体最佳实践

SAP Fiori Apps 可提升用户体
验

配置指南介绍
配置解决方案的步骤

培训内容和大纲

分析的预定义报告

旨在解决行业问题

预先配置的解决方案
运用SAP S/4HANA的例子

测试剧本涵盖端到端
的业务场景

物科主结构

双单位库存管理

分包采购订单创建

批量管理

批次管理

条形码和存储管理

分包采购订单收据

分包采购订单管理

灵活的定价配置

全面的信息管理

交钥匙方案

客户管理

销售预测

销售分析

销售管理

先进的 ATP

供应商运输计划

交货过程

双单位销售管理

产品成本预测与计算

盈利能力分析

批次跟踪报告

半导体和IC
设计解决方案

采购支付 订单兑现 记录与报表

解决方案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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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半导体行业解决方案服务团队

如有垂询，敬请联系：

黄永松

德勤管理咨询合伙人
andrewyshuang@deloitte.com.cn

陈明辉

德勤管理咨询合伙人

mingmchen@deloitte.com

许哲萌

德勤管理咨询合伙人

jshu@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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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晓凡

德勤管理咨询企业技术与绩效
事业群总裁

denmeng@deloitte.com.cn 

周令坤

德勤管理咨询合伙人

全国SAP服务领导合伙人

全国汽车行业领导合伙人

andyzhou@deloitte.com.cn 

陈兆临
德勤管理咨询科技行业领导合
伙人
andrewclchen@deloit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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