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莫再为“红色巨鳄=恶”输血 

                               光刻机交易之启示                   

                             Reflected in The Lithography Machine Deal                          By Flute 29May2020                                                                               
 

                                                      

                                                                                                                                                                                      

星球人类经过千万年之进化，从蛮荒，愚钝之搏杀，渐进至：开明，睿智，尊重，互勉。..文明之新新人类.                           

尤其是：自二战后未有再受到大规模之热战残害，得以使人类有精力/热情在历经几次工业革命后，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推动的

科学技术革命，将人类创造力发挥到极致，从而使人类急速跃进之空前智能的新阶段! 按说星球人类应在分享互助模式下平衡共

生...!                                                                                                               

原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条平行线，互不相干（可谓：阳关道各走一边），不可能相交！可此对立的二主义却从

未停止过：相互影响，乃至势力拔河，不同利益主们，总期望能将对立面之主义施以影响而为我所用。于是开启了对话，互助，

期望共赢模式！然而西方资本主：信奉在法律体系约束下之民主，崇尚；尊严，体面，儒雅（要有腔调）...可共产主信奉：无

神，斗争，极权，党 –》 法...此二主义有着本质之不同，如同：海豹和鳄鱼，各自有海域，池塘，本不应相干：却在利益驱

动下接踵擦肩，互抛媚眼，而终缠到一起 ！                                                                                                                                              

巨鳄成长记                                                                                                                          

自打现代红色中共政权轮至 “平”爷掌印，眼瞧着：以英美法德意日为代表的黑色资本主儿及被资本提携的：亚洲四小龙日渐

显富流油...顿生 ：“黑猫白猫”创意，想尝试一搏：摘掉“贫”帽 ！于是：先瞄着香港界边，烩出个深圳...脚踩：资/社两

只划板：“资”域香港，“社”域深圳，本色：仍姓“共”名“红”，或许：那时尚存平和发展之意？借盅补肾 ！                     

初期：属少鳄，但是“鳄”必嗜血！于是乎：八九/六四露了峥嵘...！                                                                                                           

说来蹊跷：资深老美山姆团经“辛格卿”巧舌簧之鼓噪，愣是：给“鳄”嘴/脸整了形，消了肿，领了个 WTO 新帽儿...令少鳄/

恶撑过垂危期！                                                                                                                                

不过：“平”邓时代，未见明显“西资本军团”入城池，即或是：试水/潜水期？                                               

而后；随着掌印者更姓“江”，则初现：洋佬德国大众车团第军，舞旗鸣笛（自六十年代苏共翻脸离境以来，至此未有随者大张

旗鼓入国门，“江”理工长：自然巴望“德佬”板眼车企厚利...）长驱直入:上海    (n April 1983 by a team from   Shanghai 

auto—by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1983_Shanghai-Volkswagen_Santana_--_Shanghai_Automobile_Museum.JPG


入驻长春一汽是德车团军：谋划/执行的长期战略：从德方高管团：一水儿的标高个儿，身着“黑色中短大衣” 齐现身影，到南

湖/省级国家宾馆绿化区内专家别墅及德方后勤保障学校，卖店的“黑麦/全麦面包，奶酪”（这对八，九十年代之国人来说，仿

如：童话故事中的场景..那谱可摆的不小），北京饭店之特定：休假房区…德国老少爷们来红色中国一边赚着银子，一边拥享/

甚至高于在德生活水准的日子（在那个年代），自然是不亦乐乎.可谓：服务一条龙。 想必是在：“江”厂长书记一路绿灯关照

下。（毕竟：一汽曾是他之发迹地！） 随之：桑塔纳车成百上千的现市/霸市，从首都的全城最丑色黄绿桑塔纳出租车龙...到

全国各地...，不仅只低端桑塔纳，帕萨特，乃至中高端的奥迪也接踵而至...那时据了解：德国大众车系国内销售与返销欧洲的

品配不同（乃至“奔驰”于德国本土车配全然不同）完全是天地品质！可见以“方头”著称的德资佬们，非但无：方正之规/重

矩，简直是：良心被狗食矣！                                                                                                            

德国车团军：独占国内车市外资头牌 30 年。更有西门子等后续跟进...知名不知名...                                                      

随后，那些来自不同发达国家西资持续入主...老美的强生—西安杨森，通用汽车...乃至后期的苹果...东洋的三菱重工...       

自然：肥了红色少鳄，也无不：油润西资本财阀佬团的腰包/皮囊。耗的是：万千工人兄弟的髓液，损的是：绿水青山及无尽的

绝品资源！留给国民百姓的是：霾了空气，污了的水，弓了的背，软了的腿...!                                                                                                                                                                                                        

由此可见：西方资本政坛台上台下 30 多年对“红色少鳄”之喂养，直至使之彻底变成巨鳄而畏之的真实写照！                        

尤其是近几年，西欧几大老牌经济强国，对红鳄之献媚更是变本加厉！ 德，法，意，日，乃至荷兰无不以经济利益至上与鳄共舞！

甚至不惜牺牲同族兄弟 ，而越雷池夺蛆粮！难怪：老美大哥中了“德，法，荷”仨弟仔之暗箭！                                                          

如：荷兰 ASML 公司与中国近期的光刻机交易，竟然不顾美国老大哥之警告，最终还是选择：敛金而碎步而去！或许：荷兰那些

自命高 IQ 绝顶精明老道的商人，在光刻机成交后暗自得意。当然：荷兰 ASML 公司团队那些极富脑力，尖端创造力的技术天才用

他们的智慧创造财富，本无可厚非，我们愿意相信他们没有过多的政治因素考量，更不会想到：红色巨鳄会用光刻机作为武器,

以芯片作为弹药=制造出衍生品：对内：监控 14 亿百姓言行，AI 人脸识别技术已被用于定向追踪抓捕香港为自由发声/抗争的年

轻人，甚至老人和孩子 ！ 对外：与美国叫板，与西方对抗...让全球笼罩在邪恶的病毒下以达到巨鳄霸凌世界之目地 ！                      

即使荷兰技术阀们手中已得到从巨鳄之口吐出的现钞，也不免在全球经济因病毒而陷入崩塌中亏空，不知此刻;那些坐在

Veldhoven office 光刻机设计/制造者们看到以下相关（ Reference 2）。中他们已发布的） 片文会作何感想？在他们文中字

里行间已经将光刻机作为武器，发飙美国..文章中也披露他们已制造出自己的光刻机!? 即或是拷贝版，用的也是荷兰原创技术 

（在 ASML 公司网页上，已看到加有 China 之 contact...仅希望：荷兰 ASML 公司出售的光刻机不是“EUV”光刻机！） 

                                                                                                                                                                                                

近来，当我们看到香港年轻人为争取自由而发声，无畏暴政的棍棒子弹，很令人心痛！（有些只是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中也不

乏有天才及未来的各界精英。但愿他们能不被鳄/恶魔吞噬生命！）                                                                                                                                             

警示：香港在巨鳄暴政霸凌下之今日，会否：成为巨鳄霸凌世界之明日/若西方金主持续为它输血？               

                          

By                         By News now.com          By BBC News 27May 2020 By    DeTijd c)Reuters 27May2020    



                                                                                                                                

今天的主题虽然并非香港，但有必要透过这些实景及时影像传递香港此刻现状之真相，希望能唤醒那些身睡在民主制度下的绵床

上，却夜夜梦着：如何从巨鳄掌中获取更多利益的西方金主们…?! 

                                                                                                                                                                                  
不禁令人感叹：何以香港这座与纽约，东京，伦敦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自由贸易港，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竟遭此磨难，昔日

东方明珠的繁荣景象已不复存在！                                                                                      

也请西方资本大佬们认真思考下：若无持续稳定的公正健全的法律系统做保障，任何贸易甚至商品买卖都会受影响！？                                                                                                                

试问：有多少西方资本大佬愿意再到警暴催泪弹下…的香港做生意？或愿意冒险去同北韩做生意？不要再天真了！  不要让你们

的子孙，未来也成为他们霸凌的 对象！近几日的香港街头已向世界展示了红魔巨鳄的嗜血/残暴本性！    

                                                                                                                                                                                                                                                                                      

请停止为红魔巨鳄输血！你们的资本支持红魔的每个 cent 都会染“恶”！  

                                                                                                                      
我们都听过经典的寓言故事：“农夫和蛇 ”，或许您也听到过：川普总统先生也曾在众人面前绘声绘色的讲述了一遍，很精彩，

也很令人感慨！                                                                                                             

ps：下面演绎的“农夫/与蛇”的故事末尾更符合当代现状！ 

 

1）Reference                                                                                                                                                               
The Farmer and the Viper - Wikipedia                                                                                                                                          

In one of the fable's alternative versions, the farmer takes the snake home to revive it and is bitten there. Eustache Deschamps 
told it this way in a moral ballade dating from the end of the 14th century in which the repeated refrain is "Evil for good is 
often the return." William Caxton amplified this version by having the snake threaten the farmer's wife and then strangle the 
farmer when he tried to intervene. In still another variation, the farmer kills the snake with an axe when it threatens his wife 
and children. La Fontainetells … 

农夫和毒蛇-维基百科 （上述的译文 by google translate） 

在寓言的另一种版本中，农夫将蛇带回家使之复活并被咬在那里。 尤斯塔什·德尚（Eustache Deschamps）以此方式

在 14世纪末的道德叙事中这样说，反复讲的一句话是：“为善而恶往往是回报。” 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

通过用蛇威胁农夫的妻子来放大了这个版本，然后在他试图干预时扼杀了农夫。 在另一种变化中，农夫威胁到妻子

和孩子时用斧头杀死了蛇。LaFontainetells…     

                                                                                                                                                                   

   2） Reference 光刻机/芯片相关文摘 (来源：By 搜狐网 ..)                                                                                                                                  

 

                                                                                                                                                                

南大光电突然宣布！国内光刻机有望“破冰”，日美始料未及                          

2020-05-27 09:45                                                                                                                                    

南大光电宣布好消息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Farmer_and_the_Viper


自从华为承受美国的打压以来，国内对于芯片技术层面上的突破就显得尤其重视，毕竟谁也不想被美国总拿这个“卡脖子”。但是

碍于光刻机研发进展的缓慢，国内的芯片技术一直没能取得大的成绩。                                                                

有人可能会问光刻机和芯片有什么关系，光刻机的进展缓慢为什么能影响到芯片技术？其实简单点来说，光刻机就是芯片生产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机器，也就是说，没有高端光刻机就无法生产出顶级的芯片。有人可能会问光刻机和芯片有什么关系，光刻机的

进展缓慢为什么能影响到芯片技术？                                                                                                                                                       

其实简单点来说，光刻机就是芯片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机器，也就是说，没有高端光刻机就无法生产出顶级的芯片。这也就意

味着国内在光刻机顶尖技术中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并且能在光刻胶市场分一杯羹。要知道在之前的光刻胶市场，国内基本上是排

不上号的。此次南大光电完成技术突破不仅能帮助我们占据更大的市场，还能给予国内光刻机研究更多的信心。                                                                                                                            

日本、美国始料未及                                                                                                                                                                                               

在之前的光刻胶市场，日本和美国两者加起来差不多占据了 90%的市场，也就是说二者对光刻胶有着绝对垄断的技术。但是此次

南大光电完成突破，让日本、美国始料未及，也证明了即使不依赖国外的技术，国内也能发展得很好。                                            

据公开资料显示，之前在全球光刻胶市场排行前五的公司，有四家来自于日本，第五名来自美国。可见日本在光刻胶领域基本上

是全球领先，就连美国也只是在他身后喝汤。                                                                                                                                                                  

但是日本也造不出高端光刻机，因为仅仅掌握顶尖的光刻胶技术远远不能满足于高端光刻机的制造。这是因为高端光刻机是多种

顶尖技术的复合，不是只需要其中一种就能行的，你需要同时掌握多种核心技术才有可能造得出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气馁，

因为高端光刻机是我们必须攻破的领域，不然的话，以后就会因为缺失这方面的技术而发展处处受限。为了现在的情况以及长远

的打算，高端光刻机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国内应该大力支持！                                                                               

总结                                                                                                                                                                                                                    

南大光电传出在顶尖光刻胶上有所突破的消息值得我们开心，这无形之中给国内的光刻机研究增添了许多信心，也给我们国内的

科研工作者带来了希望。如果光刻机技术都能完成突破的话，那么光刻机研究一定 

猝不及防！中国首台光刻机成功交付，打破西方垄断！                                                                                 

2020-05-20 18:20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在科技上超越很多国家，才能够算是走在了世界的顶峰，而光刻机一直是困            

着我国的难题，但现在我国首台光刻机已经成功交付，成功打破西方长期的垄断！                                                                                                                                                                                                 

众所周知，光刻机是半导体行业不可或缺的产品，要是没有光刻机，芯片根本造不出来，一直以来，高端光刻机就被西方科技公

司垄断，我国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的光刻机，所以将光刻机国产化是必然的。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光刻机连买都买不到，比如中芯

国际去年就向 ASML 公司付款了 8.4 亿元，订购了一台最新的 EUV 光刻机，因为受到美国的阻碍，迟迟未能交付，让中芯国际至

今也没突破到 7nm 工艺。                                                                                                              

所以我们自研光刻机也是被逼出来的，美国担心我们的科技发展太快，就开始横加阻拦，不过中芯国际也并非没有破解的办法，

N+1 工艺已经正在往量产发展，可以替代 7nm 工艺，直接打破了 7nm 光刻机的限制，制造出和 7nm 有相同性能的芯片，中国芯片

行业将迎来“变天”！                                                                                                                       

就在首台光刻机交付后，第二台光刻机也研制成功，正式交付到国内某研究院内，主要用于互补金属氧化物类型的半导体材质的

研发，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国就一家交付了两台光刻机，意味着中国光得了重大突破，彻底打破了西方垄断！网友们也纷纷表示，

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国产光刻机！                                                                                                          

随着步入 5G 时代，芯片在科技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没有 5G 芯片，那么我们也无法体验到 5G 网络带来的变化，所以我



国在半导体行业下了重筹码，大力推进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让我国半导体行业成为全球一流水准，期待有这么一天，中国芯片能

够让世界为之喝彩                                                                                    

https://www.sohu.com/a/395934794_100169174?scm=1002.44003c.21c024d.PC_ARTICLE_REC&spm=smpc.content.fd-

d.4.1590697146776jgU6Tbn&_f=index_pagerecom_4     

                                                                                                                                                                                                                       

国产光刻机再次突破！将追赶荷兰 ASML，全力支持中芯国际和华为                                                                                   

2020-05-19 22：55                                                                                                                                                                                  

最近华为再次成为行业焦点，而这其中透露出国产芯片产业之痛。中国可以设计出很多出色的芯片，但是在芯片加工方面一直无

法突破。目前芯片加工方面只有台积电与三星占据着行业头部地位，而且目前最先进的工艺已经到了 7nm，而 5nm 也将在今年量

产。而代表着国产芯片代工的企业只有中芯国际，目前仅仅达到 14nm 工艺，距离上述两家企业还有距离

。                                                                                                                                           

不得不说制约芯片发展的最关键要素还属于 ASML 光刻机。ASML 作为全球最顶尖的光刻机制造商，目前垄断了全球超过 80%以

上的光刻机市场，其中在 7 纳米以上高端光刻机市场当中，ASML 基本上处于 100%的垄断地位。尤其是一台 ASML 光刻机需要

5 万个零配件，大部分需要从国外进口，多数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等科技强国。换句话说实际上 ASML 是一个光刻机集大成者，

他只负责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生产。                                                                                                                                                                    

但是至少现在看来国内并不是没有光刻机，只是离 ASML 还有一段距离。而且上海微电子将全力支持中芯国际和华为，助力中国

半导体不断取得突破。

https://www.sohu.com/a/396331313_123405?scm=1002.44003c.21c024d.PC_ARTICLE_REC&spm=smpc.content.fd-

d.11.1590698134626dguuvjV&_f=index_pagerecom_11                                                                              

（这两个网文描述的购买荷兰光刻机内容有差异，真有些晕.. 大家自己判断吧！）                                                                                                                                                       

                                                                                                                                                                                                                                                         

无视美国警告，荷兰巨头向中企交付光刻机，华为或将因此受到影响                                                                      

2020-05-18 12:28                                                                                                                  

在全球芯片发展史中，我国一直都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毕竟在芯片领域，我国起步较晚，所以当芯片处于受限于人的尴尬状况

下，最终导致我国庞大的电子产业结构不可避免地需要面临卡脖子的风险。所以在意识到科技强国的道理后，我国近些年也在芯

片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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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芯片的生产包括两大环节，一个是设计，一个则是制造。在设计环节，包括华为海思，紫光展锐集团在内的半导

体公司，基本都成功突破了欧美国家的技术封锁，所以限制我国芯片产业发展的因素，自然也成为了芯片制造环节。                                                                                                                                                                                                               

据了解，2018 年中芯国际就向荷兰阿斯麦尔（ASML）公司订购了一台最新型的极紫外光刻机，计划去年初交货。可惜的是，由

于美国从中作梗，不断向荷兰施压导致这份价值 1.5 亿美元的合同迟迟未能履行。而在这台 ASML 公司的光刻机到达中国之前，

美国也对荷兰方面施压，导致了 ASML 公司失去了将光刻机出口到我国的许可证，但是这一次荷兰没有顾忌美国的施压，还是和

中国达成了这一交易，让美国的施压几乎失效了！  

https://www.sohu.com/a/393689023_175648                                                                                                                                                                                                                                                                                                                                                                                                                                

重大突破！国产光刻机不再沉默，打破西方垄断，网友：干得漂亮                                                                                 

2020-05-08 09:50                                                                                                                        

不久前，我国专注自主研发的安芯半导体公司正式向海康威，交付了我国首台自主研制的光刻机，这台光刻机价值千万，主要用

于对耳温枪的研发，这对于我国光刻机事业有重大的推进作用！                                                                           

就在首台光刻机交付后，第二台光刻机也研制成功，正式交付到国内某研究院内，主要用于互补金属氧化物类型的半导体材质的

研发，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国就一家交付了两台光刻机，意味着中国光刻机取得了重大突破，彻底打破了西方垄断！网友们也纷

纷表示，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国产光刻机。                                                                                                                     

众所周知，光刻机是半导体行业不可或缺的产品，要是没有光刻机，芯片根本造不出来，一直以来，高端光刻机就被西方科技公

司垄断，我国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的光刻机，所以将光刻机国产化是必然的。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光刻机连买都买不到，比如中芯

国际去年就向 ASML 公司付款了 8.4 亿元，订购了一台最新的 EUV 光刻机，因为受到美国的阻碍，迟迟未能交付，让中芯国际至

今也没突破到 7nm 工艺。                                                                                                                                                                

所以我们自研光刻机也是被逼出来的，美国担心我们的科技发展太快，就开始横加阻拦，不过中芯国际也并非没有破解的办法，

N+1 工艺已经正在往量产发展，可以替代 7nm 工艺，直接打破了 7nm 光刻机 的限制，制造出和 7nm 有相同性能的芯片，中国芯

片行业将迎来“变天”！                                                                                                            

随着步入 5G 时代，芯片在科技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没有 5G 芯片，那么我们也无法体验到 5G 网络带来的变化，所以我

国在半导体行业下了重筹码，大力推进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让我国半导体行业成为全球一流水准，期待有这么一天，中国芯片能

够让世界为之喝彩！                                                                                                                 

光刻机技术到底多难，美国工程师：一个零件我调整了十年                                                                                                         

2020-05-20 08:53                                                                                                                          

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光刻机厂商-上海微电子装备，17 年年底的时候上海微电子公司正在进行 90nm 光刻机验收工作，目前世界上最

先进的光刻机是 asml 的 euv 光刻机，可用于 5nm 以下制程，国产光刻机和最先进的光刻机，技术差距至少十几年。                                             

https://www.sohu.com/a/393689023_175648


而像江苏无锡影幻半导体公司、合肥芯硕半导体公司都只能够拥有 200nm 工艺的光刻机量产能力现如今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光

刻机，一旦被别人卡脖子就是被割了命脉。中芯国际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因此我们国家不能再不为所动了。                                                       

没有先进的光刻机，我们就做不出很先进的芯片，那么我们的国产手机以后仍旧会被别人卡脖子，外商说断供就断供。我们就拿

麒麟芯片和华为 5G 为例，如果我们国家没有像麒麟这样先进的芯片设计技术，高通指不定多么猖狂，仍旧会是漫天要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