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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有关
财务问题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22]第 ZG115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出具的上证科审（审核）〔2022〕214 号《关
于苏州清越光电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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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要求，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会计师”）作为苏州
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越光电”、“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报会计师，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认真
进行了逐项落实并书面回复如下，请予以审核。
除非本回复中另有说明，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使用的释义和简称适用于本
回复。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均为人民币万元，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由此导
致的加总、比值、变动等数据出现误差均由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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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 关于硅基 OLED
根据招股书及问询回复，（1）发行人子公司梦显电子主要从事硅基 OLED 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梦显电子产线预计转固及量产时间为 2024 年初，产品
达到量产并转固的设定指标为良率达到 40%、产能利用率达到 70%。已转固的
电子纸模组产线的产能利用率约为 30%。（2）2021 年，发行人硅基 OLED 产
品收入为 6 万元。同行业可比公司中云南奥雷德 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35 亿元。
请发行人：（1）说明硅基 OLED 产品中所应用的核心技术情况；相关技术先
进性的具体体现及衡量标准，与同行业的比较情况；与核心技术相对应的发明专
利情况；（2）分析硅基 OLED 产品与同行业公司相比的竞争优劣势；在同行业
公司已经形成规模化销售情况下，发行人在客户及市场拓展方面存在的风险情况；
（3）充分披露实施硅基 OLED 业务的相关风险及影响因素；（4）说明转固指
标设定的依据，是否符合行业惯例；与电子纸模组产线转固时点产能利用率存在
差异的原因；产能利用率条件的实现是否受到下游客户需求及产品市场开拓的影
响。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请申报会计师对上述（4）进行核
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四）说明转固指标设定的依据，是否符合行业惯例；与电子纸模组产线转固
时点产能利用率存在差异的原因；产能利用率条件的实现是否受到下游客户需
求及产品市场开拓的影响。
1、转固指标设定的依据，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1）公司硅基 OLED 产线转固指标设定的依据
公司设定硅基 OLED 产线转固指标时，主要考虑相关产线是否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具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
①固定资产的实体建造包括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或实质上已经全部完成；
②已经试生产或试运行，并且其结果表明资产能够正常运行或能够稳定地生
产出合格产品，或者试运行结果表明其能够正常运转或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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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该项建造的固定资产上的支出金额很少或者几乎不再发生；
④所购建的固定资产已经达到设计要求，或与设计要求基本相符。
新型平板显示行业尤其是 OLED 行业进行大规模产线投资，一般以一定良率
水平下的规模量产为设计目标，否则投资将不具有经济性和必要性；在一定良率
水平的规模量产条件下，才能验证产线各项指标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因此，在设定硅基 OLED 产线转固的具体指标时，除上述第①及③项外，公
司结合 OLED 行业及技术发展阶段、工艺特点、生产难度、不同工艺环节良率水
平、瓶颈产能、主要设备性能指标等因素，设定了一个月内良率达到 40%、产能
利用率达到 70%的具体指标。
（2）公司硅基 OLED 产线转固良率指标说明
公司硅基 OLED 产线的关键工艺环节包括光刻（背板）工艺、蒸镀工艺、封
装工艺、屏体工艺和模组工艺，最终良率为各工艺环节良率水平的乘积。不同工
艺环节使用的设备差异较大，各工艺环节影响良率指标的因素各有不同，产线设
备基本达到稳定运行状态时的各工艺设计预期良率如下：
工艺环
节

光刻（背
板）工艺

蒸镀工
艺

封装工
艺

屏体工
艺
模组工
艺

产线设备基本达到
工艺过程相关设备及对良率的影响因素

稳定运行状态时之
良率预期指标

光刻工艺主要包含磁控溅镀镀膜设备（PVD）、化学气相沉积设备
（CVD）、曝光机、涂胶显影设备、干法刻蚀设备等。
镀膜设备对产品的影响主要是颗粒异物数量的管控，颗粒异物数量超出
规格会产生显示黑点等缺陷，导致器件失效。
曝光和涂胶显影设备对产品的影响主要是关键尺寸的均一性和曝光过曝
或弱曝的管控，超出规格会导致产品亮点增加及显示效果不均。
刻蚀设备对产品的影响主要是刻蚀角度及过程中产生的聚合物数量，如
超出规格会影响产品阴极成膜的均匀性，导致产品产生亮度不均和黑点不良。
蒸镀设备属于真空设备，对产品的影响主要是颗粒数量、器件薄膜的厚
度均匀性的管控，如超出规格会使产品的显示黑点增加从而导致器件色坐标
偏移及器件失效。
封装工艺主要包含等离子增强型化学气相沉积设备（PECVD）、原子层
沉积设备（ALD）、以及用于彩色滤光层制作的涂胶显影设备、曝光机、清
洗设备等。
设备对产品的影响主要是颗粒异物数量的管控，如果超出要求，会导致
产品的黑点不良增加，从而导致器件失效。
彩色滤光层设备对产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彩色滤光层材料的制作质量的
管控，如果发生材料的剥离及成膜均匀性差异超出管控要求，产品会出现亮
点及显示效果不均等。
屏体工艺主要包含刀轮切割机等设备，由于采用硅基衬底，切割采取刀
轮旋转切割。
切割设备对产品的影响主要是切割精度的管控，超出规格会导致产品无
法显示画面而直接报废。
模组工艺主要包含邦定机台、测试老化设备等常规模组设备。
模组设备对产品的主要影响是对位精度和颗粒异物数量的管控，如果超
出规格，会导致产品的显示黑点不良增加或直接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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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光刻（背板）工艺良率较低的原因：硅基 OLED 显示器 PPI 高达 4,000-8,000，对工艺、
环境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高，光刻（背板）工艺易受异物颗粒影响导致最终产品出现黑点不良。硅
基 OLED 光刻（背板）工艺主要制作微显示器的阳极图形，包括阳极反射层、像素限定层和金属
引线层，每个膜层的工序都须经过成膜、涂胶、曝光、显影、干法刻蚀和去胶 6 个步骤，由于易
受异物颗粒影响，每道工艺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不良率。此外，硅基 OLED 的刻蚀环节需要
刻蚀的膜层及工艺条件具有自身特点，比如光刻胶厚度不均在芯片制造中不会造成明显不良，而
在硅基 OLED 则会导致点屏时出现局部显示不均（Mura 条纹）等问题，导致不能直接沿用成熟的
半导体制程，必须自行不断摸索、持续改进适合产品的生产工艺。因此相比其他工艺环节，光刻
（背板）工艺环节良率较低。

如上表所示，硅基 OLED 产线的设计预期良率指标为光刻（背板）工艺的 60%、
蒸镀工艺的 90%、封装工艺的 90%、屏体工艺的 95%和模组工艺 90%，连乘后的设
计预期良率指标为 41.55%。
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硅基 OLED 生产线的转固良率指标设定为 40%。
（3）公司硅基 OLED 产线转固产能利用率指标说明
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生产线的关键工艺环节包括光刻（背板）工艺、蒸镀工
艺、封装工艺、屏体工艺和模组工艺。其中，蒸镀及封装工艺是提升产能利用率
的瓶颈工艺。
蒸镀工艺为在高温、真空环境下，使有机发光材料升华后通过金属掩膜版的
遮挡蒸镀至晶圆背板的发光像素上的过程，是硅基 OLED 生产制造中最关键的环
节之一。蒸镀工艺使用的蒸镀设备主体结构可分为预处理腔室、蒸镀成膜腔室及
中间过渡传输腔室；其中蒸镀成膜腔室由 12 个独立腔室组成，中间过渡传输腔
室由 2 个独立腔室组成。此 14 个独立腔室都具有各自的视觉定位系统和机械运
动结构，在作业过程中实现每个腔室对晶圆背板都可进行精准位置控制。但每片
硅基板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偏差，这就导致视觉定位系统在识
别各片晶圆背板时需要多次记录数据进行综合判断得出最佳位置信息。由于需要
精准位置控制的腔室较多，导致要投入大量不同样本进行大数据记录分析，不断
优化软件算法，找出不同腔室之间的最佳契合度，逐步提高对位时效及协调好各
腔室之间的作业节拍，才能使得设备整体运行基本可达到预期设计性能。
除蒸镀设备外，蒸镀及封装工艺的主要设备还包括化学气相沉积设备与原子
层沉积设备。由于有机材料蒸镀至晶圆背板后要在惰性气体的氛围里完成封装，
蒸镀设备与化学气相沉积设备必须在密封的环境下联动。此两套设备相互之间的
联机自动化生产操作运行是缩短生产节拍时间、使蒸镀及封装环节达到或接近设
备设计水平的关键环节。蒸镀生产结束后由机械手将单片晶圆背板自动传送至两
台设备之间的缓冲腔室暂存，化学气相沉积设备控制系统发出指令执行，从缓冲
腔室取一片晶圆背板至化学气相沉积腔室进行封装作业。这个过程中，蒸镀生产
完成的晶圆背板持续进入缓冲腔室。两个不同厂家的设备软、硬件之间的对晶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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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板的识别度、不同生产节拍的匹配度、设备之间的磨合度等，均需要长时间投
入不同类别的产品进行验证，以搜集基础数据对此两套设备的各自视觉识别系统、
硬件传输系统、软件控制系统进行持续修正优化，从而达到能够按实际生产能力
基本稳定运转的状态。
化学气相沉积设备为单次单片作业模式，原子层沉积设备为单次多片作业模
式，两台设备之间运行属于互联互动的关系。目前作业方式是化学气相沉积设备
操作完成后将单片晶圆传送至缓冲腔室，待缓冲腔室的卡匣装满后，再传送到原
子层沉积设备进行作业。如果两台设备执行的指令识别和动作执行不协调，会降
低整个封装环节的作业节拍。由于此两套设备分别采购自不同的国家，需要耗用
较长的时间对各自平台的硬件传输、软件逻辑控制及平衡作业方式进行持续的互
动优化，才能逐步提高作业节拍，以达到能够按实际生产能力基本稳定运转的状
态。
硅基 OLED 产线定制化设备多、技术先进、工艺复杂，比如蒸镀设备、化学
气相沉积设备、原子层沉积设备之间的联动调试，软件系统优化，平台之间的通
讯接口联络等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持续调试；蒸镀设备稼动后，如果没有达到
预定的产能利用率，会发生有机材料“空蒸”的现象，不能够有效检验相应的生
产设备是否达到设计规格。除上述蒸镀及封装工艺环节外，整条产线主要设备均
需大量联动试车，以验证产线是否基本达到设计性能。一般情况下，硅基 OLED
全线生产设备在一定期间内的产能利用率达到 70%-80%即可以基本验证生产设
备达到预定设计性能。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硅基 OLED 产线转固的产能利用率
指标设定为一个月内达到 70%即可。
综上所述，与其它成熟技术量产线不同，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生产线的建设
属于非常前沿的半导体显示行业，投资额大，定制化设备多，技术先进，工艺复
杂，国内外生产家尚不多见。具有上述特征的产线投资，一般以一定良率水平下
的规模量产为设计目标，否则投资将不具有经济性和必要性。硅基 OLED 产线建
设需要对定制化设备调试、持续不断地投料生产、稼动产线，才能尽快地验证设
备是否达到设计能力，产线各项指标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综合良率的爬升
及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两者相辅相成，低产能利用率的高良率，不能验证产线规
模量产时的真实状况；而在良率未达到设计预期指标时的高产能利用率不能证明
设备已经达到设计能力以及产线各项指标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除其它考虑因素外，公司对硅基 OLED 产线转固时点的良率及产能利用率指
标设定为一个月内分别达到 40%及 70%的水平。
（4）公司硅基 OLED 产线转固指标设定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经查询同行业公司公开信息，未发现硅基 OLED 产线转固指标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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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同行业公司披露的产线转固考虑因素及项目建设周期来看，公司与同行业公
司未有明显差异。
①硅基 OLED 产线转固的考虑因素与同行业不存在重大差异
从转固时点的考虑因素来看，OLED 面板上市公司和辉光电有如下关于转固
时点的描述：
“公司判断生产线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A、该生产设备的实体建造（包括设备安装等）已经基本完成；
B、该生产设备目前已经基本具备达成设计产能的能力；
C、目前的产品合格率与设计要求的最低合格率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D、不再进行大量的根据试生产情况调试设备、检测问题、排除故障的工作，
相关整改不需发生大额的支出；
E、按照行业惯例，参照同行业的转固标准。”
和辉光电在判断产线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主要考虑因素也包括“该
生产设备目前已经基本具备达成设计产能的能力”（即产能利用率因素）及“目
前的产品合格率与设计要求的最低合格率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即产品良率因
素）。
发行人关于硅基 OLED 产线转固的考虑因素与同行业可参考上市公司不存在
重大差异。
②硅基 OLED 产线建设周期与同行业对比
京东方 A 披露了其子公司云南创视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2 英寸硅基 OLED
项目的建设期为 48 个月，公司 8 英寸硅基 OLED 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由于产
线代际不同等因素影响，两者项目预计建设期有所不同。
公司硅基 OLED 产线建设周期短于云南创视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人
为延长建设周期而推迟转固的情形。
③硅基 OLED 产线良率指标与同行业对比情况
经查询同行业公司公开信息，未发现硅基 OLED 产线转固指标的具体信息，
云南北方奥雷德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雷德”）曾经在其 IPO
申请材料中披露过其硅基 OLED 产品的良率信息，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综合良率

36.36%

23.45%

22.43%

17.54%

发行人 2021 年处于设备搬入和工艺调试阶段，工艺流程不成熟，各段良率
都较低，主要是光刻背板工艺处于调试摸索阶段，显示不均和黑点比较严重，综
合良率仅 14.58%。2022 年上半年，工艺参数经过不断改善验证，工艺流程和作
业过程不断优化和管控，综合良率较 2021 年底提升约 10 个百分点，达到 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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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设计工艺过程持续优化和相关设备导入完善，2023-2024 年综合良率每年会
有 5-10 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预计 2024 年综合良率能够达到 40%以上。相较奥
雷德，公司综合良率水平提升较快，具体原因如下：
A、产品主要应用领域不同
奥雷德的产品主要侧重在军用市场，而发行人产品主要应用在民用市场的消
费电子领域，产品用途的不同导致良率有所差异。
相对于消费电子等民用产品，军品具有定制化、小批量及高可靠性等特点。
军品单个项目数量级别一般在 3,000-5,000 片左右，而消费类产品单个项目的采
购数量可达到百万级别，大批量、规模化生产可有效提高产品良率。在产品寿命
方面，军品要求 LT95（产品亮度降低至 95%时的时间）须达到 500-1000 小时，
而消费类产品的 LT95 达到 300-500 小时即可；另外，军工产品实际应用环境相
对复杂恶劣，产品需经受振动冲击、电磁干扰、高低温、高空等极端环境的考验
等，要求较民用消费品高，军品的高可靠等要求导致其良率相对较低。
B、产线及设备差异对良率水平的影响
奥雷德曾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由于设备设施老化影响良品率的情况。
2018 年以前，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均已使用近 10 年的时间，在单线单机状态下存
在由于设备故障导致生产线停产而使在产硅片报废的情况。公司自 2018 年陆续
开展了厂房改造、新增生产设备等工作，并自 2019 年四季度实现双机运行，在
产硅片报废的情况得到好转。”
发行人自 2020 年建设硅基 OLED 产线，相较奥雷德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发
行人硅基 OLED 生产线的 OLED 有机发光材料蒸镀设备、化学气相沉积镀膜设备、
原子层沉积镀膜设备等，是发行人与韩国、芬兰等世界一流设备供应商经多次技
术考察、交流沟通后定制而成。上述设备既满足了当前生产的实际需要，又考虑
到了未来技术可能更新迭代的需求。硅基 OLED 项目其它主要设备如日本佳能的
光刻机、美国应用材料的物理气相沉积设备、日本 TEL 的涂胶显影设备、美国泛
林集团的金属刻蚀去胶机等，都为 8 英寸晶圆生产线的主流设备。前述设备在业
界声誉较高，运行稳定，故障率极低，使用年限及技术指标冗余量较大，产品良
率水平高、提升速度相对较快。
C、其它影响因素
随着 5G 商用落地，沉浸式体验需求旺盛，硅基 OLED 以其独有的显示优势，
为 AR/VR 领域注入新的生命。AR/VR 行业应用场景的拓展，从教育、医疗向车载、
直播领域渗透，积极推动整个硅基 OLED 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和壮大。
在晶圆设计方面，近年来国内外已有多家公司参与其中，成长迅速，不同尺
寸的微显示器驱动背板较 5 年前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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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功能模块设计方面，硅基 OLED 行业也不断进行推陈出新，如伽马灰
度多级调节、亮度电路、移动产业处理器接口等技术日趋完善。
在晶圆加工厂方面，由早期单一 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0.18 微米
工艺，推出了更加先进如 0.13 微米、0.11 微米及 90 纳米等工艺。
在材料方面，特别是有机发光材料，国内外多家企业每年大多会推出新产品，
在稳定性及发光效率方面逐年提升。彩色产品亮度由早期 200-300 尼特提升至目
前 3,000-5,000 尼特；在低温彩色滤光层材料方面，技术的改善对微显示器模组
的色域提升有着较大程度的改善，可以达到 70%的水准。薄膜封装材料方面，各
供应商设计理念越发先进、量产经验更加丰富。
以上生产工艺及原材料的改善和提高，为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生产的良率水
平提高起到较大的推进作用。
2、与电子纸模组产线转固时点产能利用率存在差异的原因
（1）电子纸模组产线转固时点产能利用率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开工建设电子纸模组生产线，当年即实现量产。截至 2021
年末，公司共有 5 条电子纸模组产线转固，各条产线转固具体时点及产能利用率
情况如下：
产线代号

转固时间

JK01

产能利用率
转固当月

2020 年平均

2021 年平均

2020 年 6 月

80.87%

29.51%

49.12%

JK02

2020 年 7 月

81.78%

33.62%

24.58%

JK03

2020 年 8 月

82.94%

33.62%

25.11%

JK04

2020 年 12 月

81.32%

19.29%

39.24%

JK05

2021 年 7 月

85.28%

/

32.92%

如上表所示，电子纸模组产线 JK01 至产线 JK05 分别于 2020 年 6 月、2020
年 7 月、2020 年 8 月、2020 年 12 月、2021 年 7 月依次转固。电子纸模组产线
转固后，因物料供应、需求变动、产品型号换线等实际生产因素导致产能利用率
存在不足。2020 年及 2021 年，公司电子纸模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29.42%、34.34%，
年均产能利用率较低。
（2）硅基 OLED 与电子纸模组产线转固时点产能利用率存在差异的原因
除其它考虑因素外，公司对硅基 OLED 与电子纸模组产线转固时点的产能利
用率水平分别设定为 70%及 80%，硅基 OLED 转固时点的产能利用率水平低于电子
纸模组。两者在生产工艺及制造难度上有较大差异，进而导致验证产线是否已经
基本达成设计产能的具体指标有所不同。
显示行业生产制造工艺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屏体制造和模组制造，其中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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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模组制造的前段工艺。屏体制造依不同的显示类别采用不同的基底：TFT-LCD
显示器、硬屏 OLED 显示器采用玻璃基底；柔性 OLED 显示器、电子纸显示采用柔
性基底；硅基 OLED 微显示器采用晶圆基底。屏体制造是从玻璃基底、柔性基底
或晶圆基底开始，通过多次镀膜或印刷、光刻等方式制作驱动图形和线路；通过
蒸镀或涂覆等方式将导电介质置放于导电图形之上后封装起来，检验合格后完成
屏体制造。模组制造则是在屏体上邦定驱动芯片、柔性电路板及其他辅助元器件
后完成。
硅基 OLED 生产线和电子纸模组生产线在生产制造上的难度存在较大差异。
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的生产制造，集成了 OLED 显示行业及半导体行业的相关工艺，
包括半导体晶圆设计及阵列、驱动电路的制作，有机发光材料的蒸镀及封装，邦
定柔性电路板、贴附玻璃盖板等模组工艺，生产线设备精密度高，工艺复杂。电
子纸模组生产线为外购电子纸膜片（屏体），在其上邦定驱动芯片、TFT 背板及
柔性电路板，贴附阻水膜片等，检验合格完成产品出厂。同时，电子纸模组部分
设备在 TFT-LCD 显示、OLED 显示生产线上都有应用，为显示行业的通用设备，
其成熟度较高，生产线设备的联调联试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而硅基 OLED
显示技术尚属前沿显示技术，生产线的许多设备为定制化设备，加上工艺环节较
多且技术复杂，瓶颈产能较低。因此，硅基 OLED 生产线转固的产能利用率水平
较低。
3、产能利用率条件的实现是否受到下游客户需求及产品市场开拓的影响
新型平板显示行业尤其是 OLED 行业进行大规模产线投资，一般以一定良率
水平下的规模量产为设计目标，否则投资将不具有经济性和必要性。虽然产能利
用率达到特定条件或规模量产从一定程度上受到下游需求、市场开拓的影响，但
只有在一定良率水平的规模量产条件下，才能验证产线各项指标是否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除其它考虑因素外，公司对硅基 OLED 产线转固时点的良率及产能利
用率水平分别设定为 40%及 70%，上述指标在任意一个月的平均水平达到即可，
不受下游客户需求及产品市场开拓的持续性影响。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硅基 OLED 行业已取得较大成就，但目前仍处于商业起
步阶段，下游需求爆发及市场开拓不可避免存在一个过程；但硅基 OLED 行业属
于新兴产业，未来发展前景良好。2021 年是元宇宙元年，全球科技巨头争相涌
入，希望拿到通向下一个技术变革的门票。VR 和 AR 被认为是支撑元宇宙的主要
技术之一，VR/AR 设备是元宇宙的流量入口，有望迎来大幅增长。作为 AR/VR 硬
件重要组成部分，近眼显示也将受 VR/AR 硬件驱动，有望迎来新一轮产业高潮。
硅基 OLED 因在功耗、对比度等指标上优于硅基液晶，有望成为 VR/AR 主流产品
的选择。硅基 OLED 产能和市场都将有望迅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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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硅基 OLED 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市场需求开拓不足、产能
或良率无法有效提升等导致的项目效益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发行人已在招股说
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中着重提示“公司硅基 OLED 业务发展不如预期的风险”。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并实地查看在建工程建设情况，了解
各项在建工程完成情况。
2、查阅同行业公司披露的年报、官网等公开信息以及硅基 OLED 行业相关研
究报告，了解硅基 OLED 行业发展状况。
3、获取发行人关于硅基 OLED 产线转固指标设定依据、电子纸模组产线转固
时点产能利用率情况以及硅基 OLED 产能利用率条件的实现是否受到下游客户需
求及产品市场开拓影响的说明。
4、获取发行人关于电子纸模组产线转固时点相关依据，核实转固时点是否
恰当。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硅基 OLED 转固指标设定的依据充分，与同行业不存在重大差异；发
行人硅基 OLED 与电子纸模组产线转固时点产能利用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合理；产
能利用率达到特定条件或规模量产从一定程度上受到下游需求、市场开拓的影响，
但只有在一定良率水平的规模量产条件下，才能验证产线各项指标是否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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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苏州清越光
电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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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审核
问询函中有关财务问题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二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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