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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赵伟国接连辞任紫光
国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
光国芯”，002049.SZ） 董事长和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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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之争

“并购狂人”赵伟国辞任背后
“紫光模式”何去何从？
本报记者 陈佳岚 李静 广州报道

lijing@cbnet.com.cn

但孙永杰也认为，紫光的并购过于激进。
育芯片业发展的失利，也引来了外界

从激进的并购到用资本运作哺

业的新路， 它的长处便是把应用与
芯片制造捆在一起， 这或许是条新

对
“紫光模式”的质疑。 IT 独立评论

路。 此外，赵伟国对于半导体产业的

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

简称
“
紫光集团”）方面及赵伟国本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

员孙永杰认为，紫光目前所谓的自主
创新和云计算的发力不过是赵伟国

远大理想与决心也是中芯国际、华
虹等半导体企业所无法比拟的。

股份”，000938.SZ） 董事长的两张

人一度向外界解释称，赵伟国辞任

《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此前赵

以并购战略为主的“紫光模式”失效

“通过并购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公告， 再次把赵伟国和紫光系推
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虽然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紫光集团旗下两家上市公司董事
长只是由于
“
太忙了”，但业界对于
赵伟国的离职却争议不断。

伟国亲自执掌两家子公司业务，
但未能快速做出成绩， 如今把部
分担子交给于英涛是战略转移。

之后的被动选择，也许这才是赵伟国
辞去紫光股份董事长且不再担任上
市公司任何职务的真正原因。

前行未尝不可。 ”但孙永杰也认为，
紫光的并购过于激进， 虽然收购了
展讯、 锐迪科、 惠普中国的企业业

辞职风波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辞职背后是紫光集团的大股东清华控股对赵伟国过去几年经营与策略做法有意见。

一位半导体行业资深人士在接

务，但在收购美国美光科技、西部数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对赵伟

据、 台湾南茂科技等关键性的并购

国芯片产业发展模式的质疑：“从兼
并论、羊毛论（资本投公司，公司拿

上皆没有结果， 而美光科技这些企
业因为掌握核心技术被视为国家与

钱去做产业，资本再到市场去套利。
这个过程描述成互联网思维就是羊
毛出在猪身上）、用资本运作来哺育

国家间的博弈的重要筹码。
值得注意的是，集邦咨询半导体
分析师郭高航对本报记者表示，中美

芯片业发展， 到近期与地方政府合

贸易摩擦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影响较

赵伟国此前主导了芯片产业

后是紫光集团的大股东清华控股

务，业务重心并不会改变。 ”赵伟

整， 徐井宏卸任清华控股董事长

的一系列并购， 娴熟的资本运作
让紫光名声大噪， 擅长资本运作

对赵伟国过去几年经营与策略做
法有意见。 业界甚至认为，这将是

国也对外表示：“当省委书记不能
管市委书记的事。 ”

职务， 龙大伟接任清华控股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长。

被外界视为紫光的一张“名片”。
而当下正值中美贸易摩擦之际，

赵伟国对紫光国芯和紫光股份控
制权减弱的信号。 对此，紫光方面

记者注意到此次赵伟国辞职
事件也是继 2018 年 3 月，紫光集

据悉，这次干部调整，是清
华大学进一步落实中央巡视整

突然宣布从集团旗下最重要的两

一位公关对记者表示， 对于传言

团宣布李力游因个人原因辞去紫

改工作要求， 贯彻中共中央、国

作获取资金论是否真的行得通？ ”他

为有限。 不过，他认为从宏观角度看，
美国的贸易清单背后体现的是对中
国科技产业快速崛起的担心，尤其是

家上市公司辞职， 连董事席位都
没有保留，辞职理由只是太忙了，

无法予以置评。 不过另一位紫光
公关对记者表示：“根据上市公司

光集团联席总裁兼展讯董事长一
职后的又一次人事大变动。

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
相关意见而做出的决定，是落实

认为， 紫光在各地项目获取资金的
难度大，如果半导体能马上盈利，尚

引来了业界关于赵伟国辞职原因
的诸多揣测。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 辞职背

要求， 上市公司董事长可能会被
要求参加一些会议， 赵总不想去
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而辞去职

紫光集团是清华控股旗下的

在产业中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加强对产业的规范和
监管的重要举措。

有可能发展。“但如果亏损，紫光能
顶得住坐 10 年的冷板凳吗？ ”此外，

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崛起的担心。
截至目前， 紫光集团在云计算

紫光南京与成都的项目都要复制武
汉长江存储模式， 而武汉长江存储

方面的布局也是动作频频。 紫光股
份称未来将重点拓展云服务的全球

什么时候盈利仍是个未知数。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对于紫光

业务。 紫光股份已确立于英涛为新
董事长，主推紫光集团“云服务”战

不能一棍子打死，通过兼并、资本市
场运作快速换取市场和技术， 紫光
也被视为在探索一条发展半导体产

略的实施和紫光集团旗下“云网”战
略的整合， 而这也被业界认为是紫
光的战略转移。

企业，本报记者注意到，近期，整
个清华控股也在进行干部人事调

并购失利
在多次并购折戟后，紫光集团将重点转移至国内存储产业的建设上。
根据紫光集团方面公开披露

光集团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和云

合资公司方式与西部数据联姻。

系” 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动

的信息， 其发展目标是希望构筑
“从芯到云”的高科技全产业链。

计算领域的上市公司。
紫光国芯定位于紫光集团存

此外，在并购这件事上，紫光
集团还曾希望以 230 亿美元收购

作也不断。

“紫光系” 曾在芯片产业领
域 疯 狂“买 买 买 ”， 赵 伟 国 也 因
而 被 冠 以“并 购 狂 人 ” 的 称 号 。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自 2013 年
至今，“紫 光 系 ” 先 后 斥 资 千 亿
元并购 16 家企业。 其中涉及芯
片相关领域的并购或者投资有
11 家。 包括对展讯通信实施私

储器产业板块， 是紫光集团旗下
从“芯”到“云”战略的重要平台。
在赵伟国的主导下， 紫光国芯曾
抛出 800 亿元天价定增计划，试
图收购台湾南茂科技、 力成科技
25%的股权，并一度希望整合紫光
集团旗下另外一家非上市公司控
制的长江存储， 但上述计划最终

美国内存大厂美光科技、 以 300
亿美元购入台积电 25%股份，后
均折戟。 在多次并购折戟后，紫光
集团将重点转移至国内存储产业
的建设上。
与之前过于激进的并购相
比，紫光的策略也有所改变。 赵伟
国在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表

有 化 并 购 ； 收 购 IC 设 计 公 司 锐
迪科； 并购惠普旗下公司新华

均以折戟告终。
紫光股份则是紫光集团旗下

示，“紫 光 集 团 已 经 完 成 产 业 布
局， 将从并购过渡到以自主研发

三 51%股权。
目前， 紫光集团旗下芯核心

的 IT 信息系统、云计算、大数据
等业务平台。 此前并购新华三便

为主。 ”
与此同时，“紫光系” 在资本

企业主要包括紫光展锐、 紫光国
芯、武汉长江存储有限公司。 云核

是在赵伟国主导下由紫光股份完
成的一项收购。 紫光股份下属香

市场上已举牌多家上市公司，且
皆为大手笔。 2017 年年末，紫光控

心企业主要包括紫光股份、 新华
三集团、紫光西部数据有限公司。

港全资子公司紫光联合信息系统
有限公司还曾希望并购西部数据

股接连举牌中芯国际和联想控
股。 紫光集团、紫光通信、西藏春

赵伟国离职的两家公司分别为紫

15%的股份，流产后不得已选择以

华、西藏通信、健坤投资等“紫光

世界读书日系列一

黄怒波:读书可以让人走出痛苦
人们常说：一个热爱读书

道终会死的时候，你后悔如果

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 在 4

让我再活一遍我不愿意这么

月 23 日第 23 个“世界读书

活的时候，它就对了。

日”到来之际，中国高端手机

黄怒波说：“看这个后我

探源深信服云计算生存之道与风险
本报记者 张靖超 北京报道

读为“云计算第一股”，实际上，该
公司云计算业务方才起步， 营收

看， 深信服的毛利率水平处于非常
高的水平， 无论是云计算还是安全

4 月 4 日， 证监会第十七届
发 行 审 核 委 员 会 2018 年 第 57

占 比 为 22% ， 远 低 于 安 全 业 务
61%的营收贡献率，且前者的毛利
率也远低于安全业务 88.72%的毛
利率。
IDC 中国企业级研究部研究总
监周震刚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
采访时这样表示：“就公布的数据来

业务。 ”
这一情况也引起了证监会发审
委的注意， 要求深信服说明发行人
毛利率较高的原因以及合理性、主
营业务高毛利率是否具有可持续
性， 以及综合毛利率逐步下滑的原
因及合理性。

次发审委会议上，深信服科技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 下 简 称 “深 信
服 ”） 申 请 在 创 业 板 上 市 的 申 请
获通过。
深信服的过会被部分媒 体 解

毛利率之谜
据招股书显示， 深信服的主营

其毛利率水平均在深信服之下，最

40.59%；天玑科技（300245.SZ）在过

业务包括安全业务、 云计算和企业
无线。报告期内，安全业务的毛利率

大差距接近 30 个百分点。
此外， 深信服云计算业务的毛

去两年， 毛利率一直处于 35%至
40%之间；杰赛科技（002544.SZ）则

分别为 87%、88%和 88.72%，在过去
三年内， 同行业平均值分别为

利率在报告期内分别达到了
51.23%、57.15%和 53%，也引起了业

徘徊在 20%以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至

76.81%、83.29%、79.79%。
在新三板上市的金锐同创是一

内人士的质疑。
“毛利率如果达到 53%，有可能

2017 年， 深信服的营业成本为 2.53
亿元、3.73 亿元和 6.05 亿元，增长率

家从事系统集成、软件服务、安全服
务的公司， 该公司的一位市场部人

是把其他高毛利率的业务如安全业
务也汇总进来了。 如果这只是云计

为 47% 、62% ， 而 营 收 增 长 率 为
32.77%和 39.50%，但 2016 年的营业

士这样评论道：“软件业的毛利率普
遍是比较高的，而深信服的产品、技

算单支业务的数字， 那么是非常高
的。 ”周震刚说道。

利润却仅有 1.10 亿元，较 2015 减少
57.1%， 远大于同期营收增长率和成

术水准虽有亮点， 但在业内并不十

深信服并未列举云计算业务的

本增长率造成的差距。 同时 2017 年

分突出， 如果说安全产品的毛利率
能达到将近 90%的水平， 可以说深

可比上市公司。
为了解行业内上市公司的平均

的营业利润同比增加 500%，同样远
超出营收和成本的增长率。

信服的毛利率在业内也属于偏高的
水平了。 ”

水平， 记者通过同花顺随机选择了
数家云计算概念股进行比较。 其中

就毛利率、 营业利润变化的问
题， 记者多次询问深信服董事会秘

在深信服列举的多家可比上市
公司中，除北信源（300352.SZ）外，

华宇软件（300271.SZ）在 2016 年和
2017 年 的 毛 利 率 为 39.42% 和

书蒋文光。 截至记者发稿时，对方未
予以回复。

领先品牌 8848 钛金手机牵手

就想，我今天是百万富翁亿万

知名读书类节目 《总裁读书

富翁，明天就可能破产，当我

会》推出 8848 总裁读书会“领

得到财富的时候，我也会负债

读者”公益计划，该计划筛选

累累，这样的人生你说是不是

优秀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作为

很可怕？ 你一旦创业，走上企

“领读者公益大使”，为“全民

业家的道路，这一辈子就没有

阅读” 起到示范、 引领作用，

个平安的能好好睡一夜的时

从市场整体环境来看， 在国内

司赛迪顾问发布的《2016-2017 年中

半场已经结束了， 后面的人再想挤到

8848 总裁读书会认为， 企业

候。但是，回过头来想，被打败

家是中国梦的范本， 也是青

过，被侮辱过，也从身无分文

年人的榜样。 由中国最优秀

做到这么大，并且永远都面临

的企业家群体领读，把好书挑

着下一步的挑战，人生活得多

选出来，分享他们读书感受和

精彩。和伊凡·伊里奇相比，他

实践经验，就能让更多的人爱

最可怕的是平淡无奇，我最可

上读书。

怕的是惊心动魄。所以在这个

云计算市场，特别是公有云市场，已
有阿里云等巨擘占据半数以上市场
份额； 从深信服公司内部产品结构
上看， 安全业务每年都保持着 20%
左右的营收增长率和 80%以上的毛
利率， 进入毛利率更低的云计算行
业，对于一家拟上市的公司而言，势
必将影响财报表现。
“应该说，国内的安全市场虽然
还在高速增长阶段， 但目前可预见
这一市场的容量是远小于云计算
的，因此，也更容易触及到天花板。”
周震刚表示。
从外部环境来看，据市场咨询公

国 IaaS 市场研究年度报告》显示，阿
里云、腾讯云、金山云占据国内公有
云市场前三，三者的市场份额合计超
过 50%； 市场研究机构 IDC 圈的数
据则显示，阿里云、腾讯云和金山云
同样位列前三甲，其中仅阿里云便占
有近 50%的市场份额。
金山云 CEO 王育林曾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云计算是一
个 2B 的生意，而且头部客户占用量
特别大，在云计算所有的行业中，用
户会遵从二八法则， 即头部企业会
占绝大多数的消耗量。
“
到 2016 年底， 中国公有云的上

这个位置来的时候，需要比阿里云、腾
讯云、金山云付出更多。 ”王育林说。
周震刚则这样告诉记者：“阿里
云等公司是典型公有云模式的代
表， 他们的盈利状况取决于公有云
市场的增长情况和市场竞争。 在目
前 IaaS 市场保持每年 60%以上的增
长率的情况下， 抢市场远远比盈利
更重要。 以阿里云目前的情况，完全
可以做到盈利， 但会因为竞争对手
的频繁降价失去市场份额。 对于成
熟市场来说可以尽量保持利润率，
但对于高速增长市场来说， 抢占未
来市场空间更为有利。 ”

然而， 行业前三甲的企业在当
前无一不处于亏损状态。 在此行业
大环境下，规模尚小的深信服，其云
计算业务却早已实现盈利， 这一反
差也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
“应该说， 这是在当前国内云
计算市场，中小型云厂商避开与巨
头直接竞争的一条道路。 ”周震刚

种重资产模式，因为需要投资建设
和维护一个或数个大型数据中心，
投资回报周期会很长。 但巨头企业
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影响与威胁还
是会有的。 ”
而从市场销售方面， 一位阿里
云人士认为， 深信服的主要云计算
产品是企业云、桌面云，通常需要更

用此前销售安全产品服务的代理
商，这样就不需要再建销售渠道，成
本就能够被有效控制， 只要双方能
在利益问题上谈妥， 渠道在这几年
依然是可用的。 ”该人士说。
记者了解到， 深信服当前的产
品销售中，90%以上的营收均由代
理商渠道完成。

向本报记者分析了深信服的案例，
“深信服的业务模式和上述列举的
几家公司不一样。 深信服云业务主
要是销售云管理软件、一体机和相
关的管理实施服务，主要是帮助用

多的销售推广费用，方可赢得市场，
如阿里云的市场销售渠道多是公司
自己进行拓展， 但这种方式对于中
小型软件公司而言， 难以长期支撑
如此巨大的开支。

“这种模式的缺点也很明显，
一旦市场出现变化， 或者竞争对
手给出更多的让利， 这些渠道就
可能失去， 届时便意味着重新自
建市场销售渠道， 影响可能会是

户落地私有云，也就是说在销售私
有云的软硬件， 并不做云的运营；
其他几家则是以公有云为主，这是

“深信服的云计算能够实现盈
利， 很大程度上是选择了代理销售
的模式， 而这些代理销售大多是沿

致命的，不过就目前来看，发生
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还比较小。 ”
该人士说。

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意义上，你们才能理解为什么

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时尚传

我去登山，很多人说，你矫情，

媒集团董事长刘江、东阿阿胶

刻地刻画出濒死者内心的感

你活得那么好， 每天胡吃海

总裁秦玉峰、拉卡拉集团董事

受， 写出了人肉体毁灭与灵

塞、声色犬马，什么福不能享，

长孙陶然、印象系列演出总导

魂觉醒共同发生的情形，揭

凭什么要登山？问题的答案就

演王潮歌、约瑟投资董事长陈

示了人类在生死问题的一些

在于， 你要的是哪一种生活，

九霖、《人民的名义》总监制李

普遍表现， 作品具有强大的

我有几次差点就死在那儿了，

学政八大企业家及名流，齐聚

感染力，读来让人震撼，也使

但我们要活得对得上这个惊

8848 总裁读书会“领读者”公

读者思考应以怎样的态度来

天动地的时代。 ”

益计划， 以领读者的身份，为

对待死亡， 进而思考生命的

大家推荐书目，分享知识和人

真正意义所在。

每一本被推荐的书籍，
都包涵着人生的大智慧，甚

生经验， 传递企业家精神，带

黄怒波认为， 伊凡·伊里

至也可能改变读者的人生。

动更多人加入读书中来。这一

奇所经历的生活是最平淡无

8848 总裁读书会“领读者”

期，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推

奇的，也是最可怕的。 这是托

公益计划目的正在于此。 据

荐并分享了 19 世纪俄国伟大

尔斯泰写这本书的中心思想。

悉，8848 钛金手机是王石代

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

就像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过着

言的国产高端手机品牌，倡

尔斯泰的中篇小说 《伊凡·伊

平淡无奇的生活，我们为了房

导“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精

里奇之死》。

子更大，职务更高，为了成为

神， 服务以企业家为代表的

小说描述了一个普通人

比别人粉丝更多的网红，这其

社会高端群体。 8848 愿意与

伊凡·伊里奇从生病到死去

实是一种最可怕的生活。当你

砥砺前进锐志于改变世界的

所经历的一切， 表现出了人

知道生和死的时候，你知道你

中国青年一起， 以阅读改变

性的复杂与多面， 形象而深

过去的一切都错的时候，你知

世界，勇攀人生巅峰。

巨擘阴影

盈利背后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