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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的变与不变

如果说2013年，紫光大举收购展

讯、锐迪科，强势进入芯片业的时候，大

多数人还看不清紫光整体战略意图，那

么经过几年的运作，一个脉络相对清晰

的产业布局已经大衹呈现在世人面前。

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就像是一位拼图

高手，总能将一块块“拼板”适时地释放

出来，进而搭建起了一个“从芯到云”的

产业集群。

不久前的一块“拼板”是紫光存储科

技有限公司。当这家公司于3月1日首

次在媒体面前全新亮相，并且发布了包

括移动终端存储、PC笔记本电脑消费级

存储、数据中心云平台企业级存储等的

全系列闪存模组产品的时候，人们不禁

惊讶于紫光集团的资本运作能力和产业

整合能力。

3月30日，又一块“拼板”启动。紫

光集团重磅发布“紫光云战略”，宣布投

资120亿元，开始进军公有云市场，助力

“数字中国”建设。

时间进入2018年，国际形势却是新

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在准备对一批中

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同时，美国特

朗普政府正计划通过限制中国对美国高

科技创新产业的投资，来阻止“获取”美

国的尖端技术。限制范围包括从芯片到

5G技术等。很多分析认为，微观上看，

知识产权的确是中美的一个议题，但宏

观上讲，美国以知识产权为借口，借关税

手段打压中国向高精尖制造业强国升

级，是美国背后的更深层考量。多家美

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以芯片为代表的半

导体产业将是美国的重点打压对象。美

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则在采访中说，关

税也好，限制投资也好，主要针对的是中

国的技术产业。特朗普政府显然将此次

中美贸易纠分的重点放在高科技产业之

上，紫光更是上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提交的301调查报告，未来涉及

ICT产业的国际收购甚至是入股都将变

得更加困难。

那么，紫光将如何应对这些新变

化？这是非常引人关注的话题。在赵伟

国的讲演中经常会提到一个指导紫光集

团发展的“123”战略：包括一个定位，发

展成为从芯到云的世界级高科技产业集

团；两条路径，自主创新加国际合作，自

主创新、国际合作双轮驱动；三个结合，

企业战略与国家战略相结合，科技产业

与商业现实相结合，本土雄心与跨国经

营相结合。探究这几年里“123”战略的

细微变化，或可管窥紫光集团应对“时

势”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本报记者 陈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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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布局，根在中国

应对趋紧的国际环境，紫光需要“变”

的地方似乎有很多，但也有必须保持“不

变”的东西。

“双通收购案”同样是近期ICT领域最引

人关注的事件之一。它最终在美国总统令的

干预下“落下了帷幕”。市场分析机构 Gartner

研究总监盛陵海认为，通过“双通收购”案，特

朗普释放了一个信号——不欢迎其他国家的

企业收购美国有竞争力的企业。中国 ICT 产

业的快速发展，正在加深着欧美等国家的顾

虑，一些围堵和牵制性的行为也随之发生。作

为国内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领军公司之一，紫

光自然受到了美方的特别关注。

对此，有专家指出，如果注意一下紫光集

团“123”战略就会发现，之前紫光两条路径的

提法是“自主创新加国际并购，即在国际并购

的基础上加速自主创新”。但现在已经调整成

为了“自主创新加国际合作”。这正是紫光集团

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先期主动调整了自身的发

展路径，将“自主创新加国际并购”调整为了

“自主创新、国际合作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

尽管路径进行了调整，紫光的宗旨保持

不变。对此，赵伟国有着精辟的表述：“外部环

境改变，紫光的应对手段自然也会随之变化。

但是，紫光的发展目标没有改变，紫光的战略

核心也不会改变。紫光的目标是打造世界级

的高科技产业集团，无论是并购还是合作都

是为了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新的指导思想下，最具代表性的国

际合作案例是，日前紫光展锐与英特尔所达成

在全球5G战略上的合作：两家企业将面向中

国市场联合开发基于安卓生态及主流架构的

高端5G智能手机平台。对此，紫光展锐首席执

行官曾学忠指出：“通过自主研发加国际合作，

我们对5G时代的到来已经做好了准备。”

事实上，从 2015 年决定进军存储产业

起，紫光就在逐步改变“国际并购”为主的发

展路径，代之以寻求与国际高科技企业建立

战略层面的国际合作，以协同创新为目标，

实现全球化的战略布局。这一点从紫光与西

部数据合资等行动之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ICT产业是全球化国际化的产业。企业

发展的目光不能只局限在中国本地市场之

上。”赵伟国说。但是当企业着眼于全球化发

展的时候，围堵是障碍也是加速自主创新的

动力。

通过全球化的布局，紫光逐步实现了全

球化的资源配置。在与全球多家高科技公司

形成战略合作后，紫光集团进一步丰富了从

芯到云的产业链环境。这也是紫光面对新形

势进行战略调整后的一个重要成果。

“全球电子信息产品的制造中心，正在向

亚洲转移，特别是中国，既是电子信息产品的

主要消费市场，也是最大制造基地。企业需要

贴近客户，缩短供应链，与产业链上下游形成

更好地互动，也需要在研发上与国际最先进的

科技中心相连接。所谓全球化，就是创新全球

化、资本全球化、人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紫

光集团的定位是世界级的高科技产业集团。它

的发展必然是面向全球的。这对公司的未来将

带来更大的增长机会。目前，紫光已经有了英

特尔、惠普、西部数据等一长串全球行业巨头

的合作者名单。这种定位意味着紫光集团未来

的发展是一种全球化协作。”赵伟国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做着全球化布局的同

时，紫光的根本还在中国市场。在紫光集团发

展的“123”战略中，企业战略与国家战略结合

始终放在首位。“紫光集团的目标是将企业战

略与国家战略结合，立志成为国家发展核心

信息技术领域的排头兵。”赵伟国说。

始终与国家战略相结合

观察今年两会国家政策走向，一个重要

的变化值得注意。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论

述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指出：“加快制造强

国建设，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

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发

展。”把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放在实体经

济发展的首位予以强调（此前集成电路作

为信息产业的基础领域，通常是以信息产

业、新兴产业等涵盖之），突显出集成电路

产业的重要性和先导性，然而给予重视的

同时也意味着责任与压力。回顾这些年集

成电路产业重要性的提升可以发现，紫光

公司的发展战略与国家战略有着很高的契

合度。在2014年紫光集团成功收购展讯、锐

迪科，并以移动芯片设计为开端致力于搭

建芯片产业集群，推动中国的集成电路产

业在全球有一席之地。

紫光对存储器的投入规模更是巨大。

如果详述其历程，可以追溯到2015年。2015

年 7 月，紫光集团发出要约，计划以 230 亿

美元收购全球存储三强之一的美光公司。

然而该项交易在美国监管部门的干预下最

终停摆。此后紫光在存储器产业上开始了

自主发展之路。2016年 7月，紫光集团旗下

湖北紫光国器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湖北国芯产业投

资基金和湖北科技投资集团共同出资，在

武汉新芯的基础上组建长江存储，建设以

3D NAND 为主的存储器芯片制造基地，

全部建成达产后产能约为30万片/月，年产

值将超过100亿美元；紫光还于去年年底与

今年年初分别在南京、成都投资建设芯片

生产厂，形成紫光在芯片制造领域的三大

基地；并于今年年初，与重庆市政府和华芯

投资共同发起设立注册资本达千亿元的紫

光国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全力推动中国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此外，紫光还在存储器产业链上展开

布局。2016年 9月，紫光与西部数据成立合

资公司紫光西数，布局存储器下游应用的

大数据存储。2016年11月，紫光控股与我国

台湾地区主要封测厂南茂合作，入股上海

宏茂微电子公司，进入封测领域。2017 年 8

月，紫光存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主要产品

包括移动存储器（eMMC/CUFS）、企业级

SSD、消费级SSD、存储控制器芯片等。2017

年底，紫光集团收购矽品科技（苏州）有限

公司30%股权，进一步加强封测能力；同时，

注资光宝科技苏州子公司，获得 55%股权，

以发展包括固态硬盘在内的存储产品制造

能力。至此，紫光正搭建成型一条从存储芯

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到存储产品模组

器件以及控制器的研发、制造、封装、测试、

销售和服务，再到存储系统的开发、制造、

实施和服务的完整存储产业链条。以资本

为纽带，以垂直整合为目标，从夹缝中生生

打造出一个存储虚拟 IDM 产业链，这或许

是最能体现赵伟国投资艺术的案例之一。

如果以此来探讨紫光战略的变与不变。可

以确定，紫光发展的总体定位基本不变，始

终围绕着芯云产业而展开，也完全符合赵

伟国提出的“123战略”中“企业的发展要与

国家战略相结合”，以及“打造从芯到云的

高科技产业集团”的总体目标。

正如赵伟国所说：“企业要想真正发展

起来，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的

推动作用，就一定要和国家战略结合起来。”

科技产业要与商业现实相结合

“重科技”也是赵伟国经常提到的一个

词。做“重科技”重视研发是永衡不变的东

西。可是研发的策略或者说是导向，也是需

要适时调整的。

什么叫重科技？首先，它一定是高科技，

其次，它一定是基础性的，对国家战略、信息

安全和产业安全具有重大的影响。再次，它的

技术门槛一定很高，一般人玩不了。紫光集团

的发展目标和前进方向，就是要打造成为一

家真正拥有“重科技”的企业集团。

而重科技企业必然是以技术驱动，而非

商业模式驱动的。因此，紫光集团对于技术

研发非常重视。“我们每年投入约 40亿元的

研发经费，保证了全产品线的研发力度；秉

承服务中国30余年的经验、对未来行业走势

有前瞻性的研究、对业务和客户的深刻理

解，我们能够迅速根据用户需求，提供量身

定制的解决方案。”紫光集团联席总裁、新华

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表示。

不过紫光科技战略正在趋于理性。在

“123”战略中，紫光开始强调“科技产业与商

业现实相结合”。“要冷静面对商业现实。科

技产业的投资最终一定要赚钱，要赚足够回

报的钱。”赵伟国表示。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带来的是

丰厚的技术回报。去年底，赵伟国在做客央视

对话节目时，展示了国内第一颗拥有自主产

权的三维闪存芯片科研样片。这是长江存储

耗资10亿美元，1000人团队历时2年研发成

功的。

此外，紫光展锐研发成功的国产自主

CPU，是中国首款拥有自主嵌入式 CPU 关

键技术的手机芯片平台。紫光展锐已推出多

款高性能LTE芯片面向全球主流市场。紫光

展锐目前是全球前十，中国销售量最大的综

合性IC设计企业，在手机芯片领域位居中国

第一、世界第三的位置；紫光国芯的SIM卡、

交通部标准交通卡、居民健康卡、身份证读

卡器芯片等智能芯片产品及FPGA产品位居

国内市场份额第一。紫光国芯也在 DRAM

存储器芯片方面形成较为完整的系列，产品

接 口 覆 盖 SDR、DDR、DDR2 和 DDR3

DRAM，并开发出相关的内存模组产品投入

市场；开发中的DDR4及LPDDR4等产品正

在验证优化中，今年会逐步推出。另外，公司

开发的 2D NAND 芯片也已经完成验证开

始送样。

热点轮动“云网板块”

然而，保持公司总体战略的稳定并不意

味所做的事情要一成不变。事实上，这些年

当中紫光一直在其主导的芯云两大产业板

块之间不断进行着热点轮动，随着我国数字

经济发展的不断提速，“云网板块”将成为紫

光又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3月30日，由新华三集团举办的“Navi-

gate2018领航者峰会”在成都召开。赵伟国在

致辞中表示，紫光旗下新华三是紫光“云产

业”的核心企业，更是“芯云战略”的重要承

载者。在承诺未来将在机制、资源等方面给

予紫光旗下新华三更多支持之后，赵伟国还

做了一个重要宣布，紫光将投资120亿元，进

军公有云市场，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这一表态在 Navigate2018 的“紫光云分

论坛”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紫光云总裁吴健

宣布启动“紫光云战略”，提出紫光云公司将

在坚持芯云一体、场景驱动、授信安全、混合

支付四大特色的基础上，向用户提供一流的

全栈式公共云服务。吴健还提出将发展100家

顶级伙伴，助力1000家创业伙伴，培养紫光云

生态伙伴的计划和加速推进百城百业计划，

建设覆盖全国的云基础设施网络等。

紫光云重点打造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UNIPower包含企业云图和工业云图两大核

心产品，以“平台+服务+生态”，成为业内唯

一专门面向工业进行IaaS、PaaS、SaaS统一全

生态运营的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目前已

在苏州工业企业及城市主管部门中全面铺

开。在“紫光云分论坛”现场，紫光还与连云

港市举行了“新城市运营平台发布暨连云港

上线仪式”，标志着紫光的城市云在连云港

正式上线应用。该平台将以新城市运营核心

理念，构建孪生数字城市，线上线下联动，推

动城市与产业的联动，成为城市创新发展能

力中心。

“从芯到云”一直是赵伟国给紫光划下

的发展蓝图。此前，外界对紫光的认识更多

集中在芯片层面，无论是收购展讯、锐迪科，

还是下大力度发展存储产业，紫光都吸引到

了足够多的目光，而外界对紫光“云网板块”

的实力似乎认识不足。

实际上，这些年紫光也一直在积累着

云产业方面的实力。2015 年 5 月，紫光集团

斥资 25 亿美元收购新华三 51%股权，成为

中国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二的网络产品

与服务领军企业。2016 年 3 月，紫光西部数

据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紫光股份持股比例

为 51% ，美 国 西 部 数 据 公 司 持 股 比 例 为

49%，推进中国大数据存储产业发展。而此

次紫光高调宣布推出紫光云战略，更是释

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紫光将在云产业领

域发出更大的声音。

“云产业是紫光‘芯云战略’的另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紫光集团开始进入到公有云领

域，将进一步扩展云产业的版图，目标是成

为中国最具产业优势的公共云服务提供商

和最值得信赖的数据运营合作伙伴。” 赵

伟国所指出。

对此，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于英涛则表示：“未来在云产业方面，

紫光旗下新华三的私有云与紫光云的公有

云，两者相辅相成，将可发挥更好的携同作

用。”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在面向电信运营

商的路由器和交换机、金融机构的网络系

统、互联网巨头数据中心等领域一直拥有很

强的竞争力；在网络设备市场，中国排名第

一，全球排名第二；同时布局了大网络、大数

据、大存储、大安全，以及私有云、城市云、行

业云的云计算三大重点领域。新华三还是中

国最大的政务云供应商，服务于13个部委级、

18个省级以及 200余个地市区县级政务云。

现在加上紫光云在公有云上发力，未来的拓

展空间极大。如果进一步探究，紫光在“云端”

发力的效果还不止于此。当前中国的经济已

经到了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过去几十

年基于人口红利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动力

的发展，积累下产能过剩、生产成本上涨、企

业负债过高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创新为抓

手推动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

字经济和新兴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

术升级，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动能，

是解决产能过剩，促进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紫光在云网板块同时发力私有云和公

有云平台，可将技术触角进一步延伸到数字

经济更广阔的领域，通过业务的进一步整

合，将可为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好地提供

产业上的保障。

这又是紫光发展战略中“变”的一个

部分。

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