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长：卢山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66号赛迪大厦8层 邮编：100048 每周二、五出版 周二12版 周五12版 零售2.10元 全年定价198元 广告部：010-88558848/8808 发行部：010-88559660/8777 京昌工商广字第0009号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

集成电路8 2016年5月10日
编辑：侯沁 电话：010-88559635 E-mail：houq@cena.com.cn

本报记者 陈炳欣

5月4日，A股上市公司综艺股

份发布公告称，拟购买北京中星微

电子旗下子公司中星技术的 100%

股权，预估作价101亿元，其中现金

支付对价金额为23亿元，剩余部分

以发行股份形式支付。交易完成后，

北 京 中 星 微 将 持 有 综 艺 股 份

13.91%股权，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对此，业界普遍认为，这是中星

微电子在美股退市之后，绕开借壳上

市的烦扰，以重组并购方式实现登陆

A股的重要步骤。2013年12月紫光

集团收购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展

讯通信，开启了中概股芯片公司回归

A股的第一阶段进程——美股退市，

而此次中星微电子借重组之机登陆

A股，则预示着第二阶段的大幕将要

全面拉开。

借途重组并购

中星微登陆A股

中星微电子是我国重要的芯片

设计公司之一，以摄像头芯片为主

营，2005 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是第一家在美上市的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中国芯片设计企业。2013年

中概股芯片退市浪潮袭来，展讯通

信、锐迪科、澜起科技等公司纷纷被

私有化，中星微也于2015年12月实

现了退市。

然而，5 月 4 日，停牌近四个月

后刚刚复牌的综艺股份突然发布公

告称，拟以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

式，总计作价101亿元收购中星技术

100%股权。公告显示，中星技术的原

控股股东即为中星微，本次交易的标

的资产为北京中星微下属的安防视

频监控业务。而根据界面新闻的消

息，交易完成后北京中星微将持有综

艺股份 13.91%股权，成为公司第三

大股东。

这也就是说，北京中星微旗下芯

片业务尚不在此次重组范畴，只是打

包安防视频监控业务上市，中星微已

收入 23 亿元现金和 13.91%股权，价

值远超其私有化时的整体估值29.34

亿元（4.53亿美元）。而中星技术2015

年净资产账面价值仅为 4.7亿元，此

次交易预估增值 96.3 亿元，增值率

2055.57%，溢价高达近21倍。

对此，Gartner 分析总监盛陵海

认为，这是中星微以重组并购方式实

现登陆A股的重要步骤，虽然此次借

综艺股份之壳上市的仅是其分拆的

安防资产，但仍将构成中概股回归的

重要案例，同时中星微借回归A股获

得了大幅增值。

未来将有更多

原中概股上市

近年来，中国半导体业在国家

政策的支持下发展很快，特别是开

始受到资本的关注和追捧，甚至直

接发展出一轮投资半导体业的热

潮 。而 本 轮 资 本 热 潮 正 是 起 始 于

2013 年年底的中概股退市——紫光

集团收购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展

讯通信，交易金额 17 亿美元，约合

103 亿元人民币，此后紫光集团又

收购了锐迪科，目前两家公司已合

并组成紫光展锐公司；澜起科技则

于 2014 年年底接受上海浦东科投

的私有化收购要约，实现退市；中

星微也于 2015 年 12 月退市，不过

这次是管理层的收购。

根据盛陵海介绍，目前在美国

上市的中概股芯片公司只有珠海炬

力。此外，在我国香港上市的中概股

芯片公司还有中芯国际、复旦微电

子等，在我国台湾地区上市的有矽

力杰。

对此，专家认为随着国内扶持

政策的增强，半导体行业企业更受

中国资本市场的追捧，给予的估值

更高，A 股市场开始对中国半导体

公司具有更多的吸引力。相应的，

2014年以来，在美上市的中概股股

价持续下跌。这是中概股芯片公司

回归A股的主要原因。

不过，目前为止，原中概股芯片

公司只完成了第一阶段，即在美退

市。还没有成功完成回归 A 股的过

程。此次，中星微绕开借壳，通过重

组并购的方式登陆 A 股，不失为中

概股回归的一种简便方法。盛陵海

认为，中星微电子借重组之机登陆

A 股，预示着未来第二阶段的大幕

将要全面拉开。

“通过中国资本市场对半导体

的热情获得更多资金支持，不失为

做强半导体产业的一条有效途径。”

盛陵海表示。

中星微以重组并购方式实现登陆A股

IC中概股掀开回归A股第二幕？
本报讯 由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

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CIDEX）将

于5月11日至13日在北京举办。

本届展览会以“传承 CIDEX

十届荣耀，践行军民融合使命”为

主题，集新产品展览展示、行业发

展论坛、高精尖技术研讨会、现场

活动体验等多种形式于一体，为参

展商及观众提供“产品展示+行业

对话+技术交流+互动”的一站式

参与体验。

展会主办方将分别携旗下数

十家军工研究所及军工厂参展，展

现军工电子“国家队”的实力与风

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

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继续作为展会

的协办单位，同时旗下多家企业也

将在本届展会展出新品。

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是举办

“首届国防变革时期军工电子产

业发展论坛”，将深入讨论产业发

展趋势、高新技术分享等，同时各

军工集团专家及工程师将共同探

讨军用电子产业发展的未来。展

会将首次引入专业投资机构，以投

融资研讨会形式与参会企业开展

军工企业资本运作交流，将邀请军

工主管部门、投资机构、上市中介

机构，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军

转民”、“民参军”企业提供专业的

投融资和资本运作指导和分析，并

由军工企业分享上市经验。

（徐 恒）

第十届国防电子展近期将在京举行

本报讯 2016 华东电路板暨

表 面 贴 装 展 览 会（CTEX EX-

PO 2016）将于 5 月 18 至 20 日在

苏州隆重登场。展会在海峡经济

科技合作中心的支持下，由台湾电

路板协会、苏州剑桥展览商务、台

翔科技咨询（苏州）、海峡广告会

展、广东讯展会议展览、台湾展昭

国际共同合作办理，给业界带来为

期三天的展览盛会。

今年展览会共有两大主题，包

括CTEX （电路板/表面贴装展）

以及 STIA （智慧科技解决方案

暨工业4.0智动化展），参展厂商数

超过 500 家，总展示面积达 28000

平方米。本次 CTEX 2016 展览

主轴包括 PCB智能自动化生产设

备、PCB 高新材料技术、SMT 设

备/材料、自动化控制设备及周边

零配件等；並同期规划电子电路研

讨会、IPC焊接竞赛、IPC标准应用

专题会、厂商新产品发表会、PCB

优秀论文发表、PCB 制造业专区

展示、开幕典礼、欢迎晚宴、PCB

书局、高尔夫联谊赛、摸彩等众多

丰富多彩的活动，再一次给业界带

来最具特色的产业交流盛会。

（文 编）

华东电路板暨表面贴装展览会即将召开

不能轻言半导体并购
过热过度

（上接第1版）
首先，冷静看待2015年中国

半导体并购。虽然2015年国际上
半导体行业并购案频发，可有中
方参与并购的并购额实际上并没
有想象的那么高。根据清华大学
微电子所魏少军教授提供的数
据：2015年由中方发起完成的主
要半导体并购案例共有 7 起，包
括清芯华创收购豪威、武岳峰资
本收购芯成半导体、建广资本收
购 NXP RF/Power、长电科技
收购星科晶朋、通富微电收购
AMD封装子公司、天水华天收购
FCI、紫光集团入资中国台湾力
成，总金额约为62.85亿元。在国
际并购总量中占比并不大。因
此，说2015年国际半导体并购热
是事实，说中国半导体并购热，
就不那么硬气了，更遑论并购过
度的论点？

其次，半导体企业实施并购
仍有必要。半导体工业是全球化
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单个集成
电路产品的各道生产工序分布在
不同地区，往往需要经过几个国
家才能完成。半导体厂商为了吸
引足够的设计力量、满足企业发
展的需要，在本国多个地区甚至
全球各地都设有研发机构。每一
个公司都有自己不同的优势和特
点、资源和能力，在受到市场成
长动力减弱的冲击时，为了寻求
市场份额，企业不得不抱团取
暖、整合资源。以晶圆代工厂为
例，它具有极高的资本壁垒和技
术壁垒。随着工艺制程的不断进
步，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程度
越来越高，使得有能力参与竞争
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少，经营主体
也更趋集中。据业界估计，28nm
的研发经费大致上是9亿到12亿
美元，14nm的研发经费估计在13
亿到15亿美元。而建厂的费用则
更为高昂。对于 28nm 而言，一
个基本的3.5万片的晶圆工厂，就
需要花费35亿美元。所以，这种
巨大的投入对每一个企业来说，
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半导体
产业又是复杂度很高的产业，做
不好的话，大量的投入并不会随
之产生足够的销售额。在未来一
段时期，随着半导体行业日益成
熟，发展速度必然趋缓，业内竞
争却日趋激烈，因此全球半导体

行业进行“强强联合”或者“互
补短板”，将成为必经之路。

再次，在当前的背景下，中
国半导体应当如何实施并购呢？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不能为了并
购而并购。企业并购往往有其特
定的目的，如技术互补、产能拓
展、占领市场等。细究此前发生
的 国 际 并 购 ， 高 通 并 购 CSR、
Wilocity，是寄望强化手机主芯片
与周边联网芯片的技术能力；
Avago 并购 Broadcom，既为巩固
在云端伺服器、网通领域的市场
定位，更为物联网时代的局端设
备进行布局；NXP 与 Freescale 合
并，可强化在微控制器 （MCU）
的市场地位，扩增产品范畴，强
化在物联网方面的布局。兼并融
合其实是企业适应市场变化，或
者为了未来预先布局，做大做强
的手段之一，在一个成熟的市场
里，发生的概率并不少。就像中
芯国际为了提升产能规模和技
术，在 2004 年以 2.9 亿美元收购
原摩托罗拉 （中国） 电子有限公
司在天津的 MOS17 芯片厂，并
对厂房、动力、生产设备进行改
造和扩充，使企业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

未来，中国半导体的并购应
当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应加
强国内企业间的并购、重组，改
变国内长期存在的小微型半导体
企业数量庞大、同质化严重问
题。另一方面，要加快“走出
去”的步伐，这是高水平参与国
际分工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

中国半导体企业海外并购应
该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战略方面，
明确战略定位，寻找适合自身发
展需要的企业作为并购对象，减
少并购行为的盲目性和并购计划
的无序性，从而加快企业发展的
步伐，也能对投资东道国做出贡
献，最终达到1+1＞2的效果。同
时，在中国半导体企业并购的过
程中，政府也应该出台更多的政
策支持和鼓励性措施，特别是在
外汇、税收、融资等方面给予政
策支持，完善相关政策及配套法
律体系，加强重点人才的培养和
引进等，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半
导体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
位，最终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

（上接第1版）

众手机厂商捧场

最黑暗的时刻已经过去？

过去的一年多无疑是高通所经

历的最黑暗的时刻。

专利授权业务和手机芯片业务

是高通的两大支柱性收入来源。这

个从 1989 年开始积累 CDMA 专利

和技术的公司，曾在 2015 年前连续

5年保持着20%以上的营收增幅。

靠着专利壁垒和绝对的技术领

先，高通牢牢霸住无线芯片商第一

的宝座，并远远甩开了包括英特尔

在内的几乎所有竞争对手。

直 到 2014 年 年 底 ，先 是 骁 龙

810悲剧地一直无法解决发热、功耗

等问题，让高通饱受业界指责，还失

去了苹果、三星等大户订单；接着，

专利垄断事件给高通带来了人民币

60.88 亿元的罚款和专利费 65 折等

的妥协。

业务的失利直接反映到了当季

的财报表现上。2015年第二财季，高

通的净利润减半。从第三财季开始，

高通的净利润和营收双双持续下滑。

直到今年，高通的各项业务和

财报表现才开始逐步复苏。

“从整体来看，今年与去年相

比，对高通来说利好大于利弊。”手

机中国联盟秘书长王艳辉告诉《中

国电子报》记者。

经过去年的动荡后，高通的专利

授权业务重新步入正轨。在交完罚款

后，高通与华为、中兴、联想、小米、酷

派、TCL、奇酷等百余家企业达成新

的3G和4G中国专利授权协议。

事实上，对中国手机厂商来说，

重新签约是无奈之举，他们不可能绕

开高通所掌控的CDMA和WCDMA

等专利授权。这是永远的痛。

据记者了解，新的协议签约不

仅保证了高通今年的专利收入，过

去一年，多数企业未支付的专利费

用也将重新弥补进来。

“这对高通今年财报来说是大

补药，不过只是短期的效益。但也说

明，从当下看，垄断事件对它的影响

不大了。”Gartner（中国）研究总监盛

陵海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在这个事件中，高通损失小于

之前的预估。通过这次被调查，高通

开始意识到和中国加强合作、加强

技术转移的必要性，在中国的发展

反而更加游刃有余。

去年的骁龙810发热事件，只是

给三星和华为海思的自研芯片让出

了一小步，并没有影响到大的市场

格局。因为其主要竞争对手联发科，

并没有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一举

实现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逆袭。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技术

标准上，联发科和高通的芯片差距

不小，不管是LTE、GPU、ISP还是内

存都差不少。”盛陵海说。

因此，高通的芯片价格几乎是

联发科最高端芯片的一倍以上。据

记者了解，联发科最贵的芯片接近

30美元，而骁龙820和810的价格都

超过了60美元。

今年，骁龙 820没有重复 810时

代的悲剧，市场叫好声居多。通过商

业谈判，高通以处理器芯片代工从台

积电转移到三星为代价，换取了三星

的回归。据记者了解，三星今年高端

机型 S7/S7 Edge 和 Note 系列是对

半使用骁龙820，“高通版”主要在需

要支持CDMA的中国和美国销售。

后有追兵

一家独大地位不稳

高通今年形势向好，看起来终

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实际上，还远远

不到放松的时候。

被超过 115 款手机采用的拳头

产品骁龙820，采用的是高通自主的

全新 Kryo 架构。据孟樸描述，Kryo

CPU能够实现功耗和性能“最完美”

的结合，图像处理器 Adreno GPU

则是全世界出货最多的GPU。

但有业内人士向《中国电子报》

记者指出，虽然骁龙 820 的 GPU 表

现强劲，但是高通自研的 CPU 在能

效比上却不尽人意。这是衡量 CPU

的一个重要标准。用更少的功耗做

更多的任务，才能保证手机电池的

续航能力、手机外观的轻薄和手机

的性能表现。

“实测的情况是，使用骁龙 820

的小米5和三星S7都尽量把CPU限

制在较低频率工作。”该人士表示。

而未来，竞争只会更加激烈。

首当其冲的就是来自于直接竞

争对手联发科的追赶。从去年开始，

为了与高通抢夺市场份额，联发科

展开了价格战术，主要集中在中低

端产品。这一点可以从联发科的财

报中一窥一二。根据联发科 4 月 29

日公布的 2016 年一季度财报，自去

年第四季度跌破 40%后，营业毛利

率再创新低，达到了38.1%。

“高通没有披露这方面数据，但

可想而知的是，去年陷入价格战的

高通，毛利率在下降也是必然。”王

艳辉告诉记者。

伴随着展讯4G的成熟，去年在

印度 3G 市场已经超越联发科的展

讯，今年也会加入竞争。当然，展讯

主要针对的也是中低端市场。

然而，中国市场出货量增速不

断放缓，来自亚非拉地区的中低端

市场正是智能手机的主要增长点。

这对一半收入依赖于中国市场且不

算擅长中低端的高通来说，并不是

个好消息。

盛陵海向记者判断，高通今年

似乎不太想再陷入价格战的泥坑。

那么，不愿降低价格、只依靠成熟技

术和平台、强调高毛利率是否是明

智之举，还要看市场的回应。

不可忽视的还有来自手机厂商

自研芯片的威胁。

三星、苹果、华为都已开始使用

自主研发的芯片。近日，还有消息传

出小米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发代号

为“步枪”的 APU 芯片，以减少对三

方供应商的依赖，节约成本。这几家

正是全球出货量可以排入前五名

的手机厂商。根据 Gartner 的数据，

2015 年，三星、苹果、华为、小米加

起来，智能手机销量超过了 7亿部，

市场占有率达到 50.3%。这不由让

人思考，如果这市场上近半且指向

高端的手机全部使用自己的芯片，

那么留给高通的市场还剩什么？

更 不 用 提 ，如 果 按 照 计 划 到

2020年5G商用，对高通的竞争对手

来说，不再像3G转4G时代只有1年

切换时间，而是还有4年的准备时间。

尤其是在中国，积极参与标准制定的

华为海思，赶上高通有很大的可能。

“在 5G 时代，高通可能没有办

法保持如同 3G、4G 技术的垄断地

位。”盛陵海向记者指出。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韩国

相关企业在 5G 标准以及技术上的

投入，当全球转入 5G 时代时，高通

所掌控的 CDMA 等专利授权应不

复当初的重要性，更有可能降低厂

商所缴纳的费用。高通专利授权业

务的前景，也很有可能受到挑战。

全球手机增速放缓

下一个增长点在哪儿？

深耕多年移动业务的高通，更忧

心的恐怕还是智能手机市场的萎缩。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增速放缓已

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 5 月 3 日，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Strategy Analyt-

ics 的最新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出货

量从去年同期的 3.45 亿部下降至

3.346亿部，同比下跌了3%。

这是自1996年步入智能手机时

代以来，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第一

次出现的同比下跌。对高通来说，可

谓是个噩耗。

曾霸占 PC 芯片王位多年的英

特尔，刚刚宣布取消面向移动设备、

代号为SoFIA和Broxton的凌动（At-

om）处理器的开发。这意味着，在移

动芯片业务亏损掉105亿美元后，英

特尔开始退出移动芯片SoC领域。

这对高通来说是个警告。找不

到下一个增长点，没能成功从PC转

向移动业务的英特尔正是高通的前

车之鉴。

可下一个增长点在哪儿？这是

目前所有相关公司都在思考的问

题。从高通的频繁宣传来看，无人

机、智能汽车、VR设备、物联网等都

是其广泛撒网的方向。而高通的战

略投资业务也在为这些新业务方向

努力做着战略储备。

高通销售和产品市场副总裁颜

辰巍向《中国电子报》记者指出，高通

在智能手机领域的积累，可以非常

容易地直接延伸到其他领域。以无

人机为例，它同样要求高性能的处理

能力和低功耗。颜辰巍表示，这恰是

高通技术积累最多、最擅长的方面。

在最新推出的骁龙820上，可以

看出高通的转型思路。骁龙820上针

对VR应用做了专门的优化，涉及视

觉质量、音频质量和直观交互多个方

面。第一款搭载骁龙820的VR一体

机Pico Neo开发者版已于上月面市。

高通还推出了专门针对智能汽

车应用场景的骁龙 820A。在性能方

面与骁龙820一脉相承，但是符合严

格的车规要求，并支持车载嵌入式

软 件 平 台 QNX、苹 果 Car Play 和

Google Android Auto。据高通内部

人士介绍，搭载骁龙 820A的汽车最

早将于2017年年底面市。

然而，以虚拟现实为例，到2020

年有望突破 200 亿美元市场的消息

屡见不鲜。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还

远没有达到能够真正普遍商业化的

时代。

而且，到底哪一类产品才是真

正能够取代手机的下一代颠覆级产

品，哪一个才是最快能够真正变现

的增长领域，很难判断。

与高通类似的是，其他巨头同

样也在广泛布局。其中最为积极的

可数英特尔了。与高通相比，错过了

上一波智能手机浪潮的英特尔，已

经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候。可以预见

的是，在下一个战略战场，高通将面

临更激烈的厮杀。

2015年国内十大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数据来源：CSIA 2016,03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企业名称

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清华紫光展锐

深圳市中兴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大唐半导体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敦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

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额（亿元）

221

109.9

51

33.8

31

29.2

22

20.1

18.5

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