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300493         证券简称：润欣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2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WiFi-6 属于新一代的无线协议标准，相关技术和产品尚处于市场推广阶段，

相关产品的发展前景还有待市场验证。目前，公司客户产品处于研发和试产阶

段，2019 年公司 WiFi-6 芯片在产品推广阶段销售研发样品 8000 片，销售收入

约 25 万美元，未进入批量销售出货阶段，尚无法判断对公司 2020 年度的业绩

影响。 

未来，公司开展 WiFi6 相关产品的主要风险如下： 

1、市场环境变化风险 

由于 WiFi-6 属于新一代的无线协议标准，相关技术和产品尚处于市场推广

阶段，未来相关产品的发展前景还有待于市场验证。如 WiFi-6 的市场应用环境

不景气、WiFi-6 产品的相关芯片供应受到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等，将会对公

司 WiFi6 相关产品的销售造成不利影响。 

2、技术变革导致的产品变动风险 

近年来，随着 IC 等电子产业研发周期的不断缩短和技术革新的不断加快，

新技术、新工艺在 IC 等电子产业中的应用更加迅速，相应导致 IC 等电子产品的

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如果 5G 技术对 WiFi-6 构成替代、或者 IC 产品的集成度不

断提高，进而导致海外和国内芯片供应商的主要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并将会对公

司 WiFi6 相关产品的销售造成不利影响。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欣科技”或“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上海润欣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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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12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收到前述关注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关注，并组织相关人员就关注函中提到的问

题逐项进行了仔细研究和认真核查，现将相关问题的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1、公司 WiFi6 芯片方案的推广方式，主要上下游客户及合作模式，市

场地位和份额，核心竞争优势以及近两年研发投入、专利获取、销售收入及占

总收入比重、在手订单情况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以及业务开展过程中的主要

困难和风险。 

回复： 

WiFi-6 属于通讯技术领域的概念，是 Wi-Fi 联盟（Wi-Fi Alliance）于 2018

年推出的基于 802.11ax 协议的新一代无线通讯协议。相较于 WiFi-5（802.11ac

协议），WiFi-6 具有更高的无线通讯效率，能够提升人群密集环境中的网络容量

和用户体验。 

WiFi-6 作为新一代的无线标准技术，尚处于市场推广、芯片平台整合和产品

研发阶段。随着 5G 网络建设，智能手机、路由器产品的升级换代，WiFi-6 可能

会在未来逐步替代目前主流的 WiFi-5 产品及相关 IC 产品的销售，但 WiFi-6 相

关产品的发展前景尚有待于市场验证。 

对于新一代 WiFi-6 的相关产品的开发，公司的推广方式和销售模式与公司

原有 WiFi 产品业务相同，即公司通过向客户提供包括 WiFi-6 芯片、无线芯片、

射频芯片应用解决方案在内的一系列技术支持服务从而形成 WiFi-6 芯片产品的

销售。具体说明如下： 

A、在产品启动的立项阶段，由公司根据客户需求，结合各类 IC 产品的性

能，协助客户选择合适的 WiFi 平台芯片，进行电路设计。 

B、在产品研发的前端设计阶段，技术人员根据客户产品要求搭建软件环境，

协助客户完成整体方案设计，并完成对客户的技术培训。 

C、在产品研发阶段，应用工程师协助客户解决研发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完善产品的功能设计，具体工作包括  

1、为客户提供或协助客户设计印刷电路板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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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助客户进行射频性能调试、优化，包括灵敏度、发射功率、频谱占用

等的调试、优化； 

3、产品驱动升级、软件开发支持，包括提供或协助客户进行硬件平台相关

软件开发支持、提供或协助客户进行二层及三层功能软件开发、提供或协助客户

进行应用层软件开发、协助客户进行产品无线标准测试等； 

4、针对不同客户产品的平台提供驱动兼容性开发。 

5、在试生产阶段，公司提供小批量 IC 产品，协助客户完成产品测试和小规

模试生产，改善生产工艺。 

WiFi 产品进入量产阶段，公司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大批量 IC 产品的备货及

供给。在 IC 产品销售完成后，进行持续的跟踪服务，对客户后续使用过程中反

馈的问题和情况及时予以沟通解决。 

通常情况下，公司不加工生产 WiFi 产品，通过向高通、思佳讯等公司采购

IC 产品分销给行业客户实现销售收入。 在客户产品立项、研发、集成、量产等

多个环节提供实验室和现场的技术支持，使 WiFi 相关芯片能够嵌入在客户终端

产品中，实现预定的功能，帮助下游客户快速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 WiFi 产品。 

公司 WiFi6 芯片产品的上游供应商主要为无线通讯及射频 IC 供应商，如高

通、思佳讯等。目前，公司 WiFi6 芯片方案的下游客户主要分布在通讯、电视、

无人机、智能机器人领域，主要产品应用包括： 

1、5G-CPE 

5G CPE 是于 2019 年出现的一种产品需求，上行采用 5G 信道，下行采用

WiFi 路由，是 5G 和 WiFi-6 在室内融合的产品，目的在于规避 5G 和 WiFi-6 产

品的频谱拥塞。目前公司三家客户（海外运营商）的产品处于研发阶段，尚未量

产。 

2、智能电视 

国内主流厂商规划在 2020 年三季度发布支持 WiFi-6 的高清视频产品（如

4K/8K 高清电视机、机顶盒等），公司有三家高清电视机、机顶盒客户的 WiFi-6

产品处于研发和试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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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于 IC 产品的分销及增值服务，是国内领先的 IC

产品分销和解决方案提供商。目前公司主要的 IC 供应商包括高通、思佳讯、瑞

声科技、AVX/京瓷、汇顶科技等，拥有美的集团、共进电子、大疆创新、华三

通讯等客户，是 IC 产业链中连接上下游的重要纽带。通过多年的经营，公司已

在供应商资源、客户资源、技术、细分市场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为公司

进行与 WiFi-6 相关的技术创新及新产品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公司自 2005 年开始涉足 WiFi 产品的相关业务。2018 年，公司包含有 WiFi

产品方案的无线通讯芯片及模块、处理器芯片、射频元器件约占公司销售额的

41%。 

WiFi-6 属于新一代的无线协议标准，相关技术和产品尚处于市场推广阶段，

相关产品的发展前景还有待市场验证。目前，公司客户产品处于研发和试产阶段，

2019 年公司 WiFi-6 芯片在产品推广阶段销售研发样品 8000 片，销售收入约 25

万美元，未进入批量销售出货阶段，尚无法判断对公司 2020 年度的业绩影响。 

公司在 WiFi-6 业务的开展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在于：室外空间频谱资源

紧张、支持 WiFi-6 的智能手机数量较少。 

1、室外空间频谱资源紧张 

受到运营商大力布设 5G 网络、5G 终端的影响，尤其在机场、高铁站、大

型商场等公共密集区域、办公楼宇等场景，5G 和 WiFi-6 产品的频谱存在拥塞情

况，制约了 WiFi 产品的升级换代进程。因此在 5G 网络布设的初期，WiFi-6 在

商业环境的应用前景尚不明朗。 

2、支持 WiFi-6 的智能手机数量较少 

WiFi-6 的相关产品尚处于市场推广的初级阶段，支持新无线标准的智能手机

数量较少。其次，根据工信部的数据，国内固定宽带平均网速目前远低于 WiFi-6

标准下所支持的最高传输速率（9.6Gbps），使得 WiFi-6 的高速率优势较难在短

期内显现，可能会进一步制约 WiFi-6 及相关产品的普及进度。 

未来，公司开展 WiFi6 相关产品的主要风险如下： 

1、市场环境变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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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WiFi-6 属于新一代的无线协议标准，相关技术和产品尚处于市场推广

阶段，未来相关产品的发展前景还有待于市场验证。如 WiFi-6 的市场应用环境

不景气、WiFi-6 产品的相关芯片供应受到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等，将会对公

司 WiFi6 相关产品的销售造成不利影响。 

2、技术变革导致的产品变动风险 

近年来，随着 IC 等电子产业研发周期的不断缩短和技术革新的不断加快，

新技术、新工艺在 IC 等电子产业中的应用更加迅速，相应导致 IC 等电子产品的

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如果 5G 技术对 WiFi-6 构成替代、或者 IC 产品的集成度不

断提高，进而导致海外和国内芯片供应商的主要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并将会对公

司 WiFi6 相关产品的销售造成不利影响。 

问题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近一个月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未来三个月内是否存

在减持计划，并说明公司在互动易回复相关信息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

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回复： 

经公司自查，公司监事王晔的配偶陈晓宇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通过竞价交易

卖出公司股份 4,000 股。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近一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未来 3 个月内没

有减持计划。 

公司在互动易回复的相关信息是基于公司现阶段的研发及市场推广情况作

出的回复，公司及时在互动易平台对 WiFi6 芯片行业的发展前景不明朗及其对公

司未来业绩的影响作出了补充风险提示。公司不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

司股价的情形。 

问题 3、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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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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