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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产业

不能追求“短平快”

发展技术产业，不怕一哄
而上，怕的是一哄而下。基础
产业，需要积累、需要坚持。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这话说的是坚持很重要，同样用这

句话形容金山办公的发展一点也不

为过。

31年前，从求伯君一个人用汇

编语言写了 122000 行代码，做出

WPS1.0开始，金山办公就进入了计

算机中文办公的赛道。而在这31年

的发展历程中，金山办公经历了中

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红利风口，从门

户、游戏到电商、社交，一个风口来、

又一个风口走，金山WPS还是坚持

“傻乎乎的”做办公软件。而在这个

过程中，金山从追随微软、PK微软，

到不再纠结于与微软较量，懵懵懂

懂跳入移动办公领域，然后不断找

到“自我”，不断随市场用户需求发

展而不断找到“感觉”。

到今天，金山办公为全世界超

过 2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 亿个用

户提供办公服务，每天有超过 5 亿

个文件在WPS平台上被创建、编辑

和分享，每月有超过 1 亿件办公素

材在稻壳儿内容平台被下载和使

用，同时服务世界500强中57.5%的

中国企业，服务 85.41%的央企以及

91.7%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用

金山集团董事长、小米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在敲钟仪式上的

话说：“金山办公是坚持的胜利，31

年只是坚持做一件事情。”

做基础工具软件需要有耐心、

需要“傻乎乎的”坚持，阿里巴巴集

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曾经说过：

“发展技术产业，不怕一哄而上，怕

的是一哄而下。”基础产业不是“短、

平、快”经济、需要积累、需要坚持。

寻找办公软件的

“智”变机遇

“在云和移动的背景下，
中国基础软件企业已经看到
了并跑和领跑的一些曙光。

一直坚持在赛道上奔跑，总会

有遇到岔口的变道机会。对于金山

办公来说，岔口是在2011年的移动

互联的大潮来袭。2011 年，雷军要

求葛珂全力投入移动互联网，尽管

葛珂和金山办公团队当时并不知晓

“移动互联网为何物”，但也“不管不

顾”把所有的余量投到移动互联网

大潮中，其结果是WPS先于主要同

行两年多时间发布移动版产品，因

为契合了智能手机用户对移动办公

应用“简单而强大”的心理需求，于

是赢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用

户。也是从那时起，金山 WPS 不再

对标微软，不再纠结于“微软有，我

必须有”，走上了轻盈、简单、强大的

移动互联办公之路。今天在国内市

场，金山WPS Office移动版也已经

成为国产手机的标配。在移动的赛

道上，金山WPS与微软分道扬镳。

“办公的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

移动化、云化以及未来的大数据化、

人工智能化正在不断延展，办公形

态正在发生变化，因为这些变化，金

山 WPS 在 未 来 就 有 机 会 超 越 微

软。”葛珂此前在接受《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访时说。接下来上市之后的

金 山 办 公 募 集 的 资 金 主 要 投 向

WPS Office办公软件研发升级、办

公领域人工智能基础研发中心建

设、办公产品互联网云服务、办公软

件国际化四个方向。而在大家非常

关注的AI维度，金山办公的方向是

在智能写作、机器翻译、知识图谱、

文本校对、智能美化等人工智能方

向实现产品与服务落地。

每一次用户使用模式的变化都

会带来技术架构的变化，会带来产

业的变局。操作系统、数据库以及办

公软件等在此前的传统架构下，基

本上看不到中国企业有并跑和领跑

的机会，但在云和移动的背景下，中

国企业已经看到了一些曙光。

从国内到海外

WPS走向国际市场

技术面临新的变革。海外
市场是否会水土不服还是一
如预期，同样留下了悬念。

从中国跑出来的新模式、新服

务，有机会到更大市场复制。就像中

国的微信、中国的电商能够很火一

样，因为中国有这样的互联网环境，

基于这样的互联网发展环境来发展

技术和服务，就有机会领跑。

在软件服务化的时代，办公软

件应该怎么样做？此前葛珂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

微软是全球第一大软件公司，它做

出来的产品不仅仅给美国用，也不

仅仅是给西方世界用，而是要给全

世界用，所以微软所有产品设计要

求通用性极强，要求多元化、开放

性、兼容性、平台耦合性特别好，它

打造的是一个开放的生态，使得所

有软件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开发应

用，可以互通数据，所以微软的产品

在最终用户和产品之间会留一个距

离，供独立软件开发商（ISV）、代理

商来给最终用户做定制服务。

“而金山办公所选择的路线是

更贴近用户需求。希望帮助用户实

现想要的结果。金山办公愿意通过

类似稻壳、查重等这种服务帮助用

户实现所想即所得。事实上，金山办

公这样的思路变化更接近于互联

网、更适应于互联网。”葛珂说。

目前，金山办公已经为全世界

超过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

务，海外月活用户超过 8000 万个。

金山办公在海外之所以能够进入这

些市场，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是

金山WPS产品形态比较轻盈，另一

方面用户口碑好，所以用户下载量

很可观，而金山办公的国际化战略

很清晰，即希望复制中国国内的发

展经验，把最后一公里做好，强化服

务能力。

而观察金山海外市场的选择有

一个特点，就是人口众多、互联网发

展速度快，比如印度、古巴、俄罗斯、

印尼都具备这个特点。这和中国的

特征很像，基于这样的特征金山

WPS 在中国的经验就有可能在这

些国家复制成功。目前包括小米等

很多中国手机企业在这些市场都取

得了不错的业绩，这其实就是经济

红利、人口红利、生态红利，给了手

机企业、互联网企业将中国经验输

出到海外的机会。科创板上市，有了

资本的助力将进一步提速金山办公

海外市场发展。

金山办公终于上市，但金山办公

所面临的未来环境同样并非一片坦

途。技术面临新的变革，从4G到5G，

从手机到AR/VR，将有更多元的设

备形态涌现，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融

入，将引发办公软件的新一轮“智”

变。而包括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

也都纷纷进入办公协作市场，腾讯的

微信、阿里的钉钉来势汹涌，除了海

量的用户基础，这些企业还有巨大的

产业生态和大量的现金，同样给这个

市场增添了新的变量。走到海外，海

外市场是否会水土不服还是一如预

期，同样留下了悬念。

本报记者 李佳师

这个世界有很多表达感情的方式，在数字商业时代，“理工男”的表达方式是用代码。11月18日，金山办公（股票代码
“688111”）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交易。金山办公的董事长兼CEO葛珂在上市的公开信上说：“如果将企业比作一个人，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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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苦哈哈难长大”的情态，金山办公的科创板的“轻盈”登场，并赢得资本市场的青睐，给正在发展的中国基础软件产业注入更多
的信心，也有更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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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处于

淡季，需求不振、增长趋缓是几乎所

有市场分析机构的共识。市场何时

可以摆脱当前局面，重回上升通道，

是 业 界 关 心 的 要 点 之 一 。 Kurt

Sievers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了对市场

走势的看法：“我们的确注意到今年

市场的整体增长低于预期。但好消

息是，从第四季度市场已经开始趋

稳，并没有出现进一步恶化的情

况。而且即使是在全球不确定性增

强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还是实现了

一个再次加速的增长，特别是在汽

车行业，以及工业行业。

正因如此，恩智浦半导体对于

中国市场非常重视。Kurt Sievers预

测了四个十分看好未来发展的因

素：首先是 5G 对市场的拉动。随着

5G 技术的实施，5G 蜂窝网络的部

署将大幅提升对 RF射频技术的需

求。恩智浦是射频领域全球领先的

供应商。这一领域将会在未来推动

业务的增长。其次，随着公共交通系

统的电子交通卡在手机端的普及，

这部分应用未来的市场渗透率会越

来越高。恩智浦与全球主要手机制

造商有紧切的合作，中国主要的手

机厂商包括小米、OPPO、联想都是

合作伙伴。这一领域也将驱动业绩

的增长。第三，汽车的电子化趋势将

进一步加深。中国车厂在传统的内

燃机领域，历史并不是十分悠久，没

有欧洲老牌车企多年历史遗留的包

袱。因此，中国将会在电动汽车、混

合动力汽车领域具有更大的发展动

力。恩智浦已积极地参与到汽车电

池管理等相关技术的发展当中。此

外，智能驾驶安全、车联网、智能驾

舱、汽车雷达、ADAS高级驾驶辅助

系统等领域，都会看到显著的增长

机会。第四是工业物联网市场。我们

可以看到工业物联网相关的互联设

备，在连接性、安全性以及广泛的应

用场景上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被问到，当前中国也在大力

发展本土半导体产业，恩智浦对此

有何看法时，Kurt Sievers 表示，中

国市场一直以来对他们都是持着非

常开放的态度。他们在中国市场上

也看到中国对于本土半导体行业的

培育和支持。这一点是非常正常

的。恩智浦认为有这样一个良性健

康的竞争环境是很好的。鉴于半导

体行业的产业链和格局非常庞杂，

企业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其实也有

很多是合作伙伴。比如此前恩智浦

投资的创业公司隼眼科技，这家公

司的业务对他们来说也有一定的竞

争关系，但他们却可以跟他们展开

良好的合作。所以，首先在原则上

恩智浦认为，这个市场的竞争是非

常良性、非常健康的，它可以催生更

多的合作，为他们的客户提供更优

质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2019 年第三季度，受惠于存

储器价格跌势趋缓及手机销量渐有

回升等因素，带动全球封测产业出

现止跌回稳的迹象。2019 年第三

季度全球前十大封测业者营收预估

为 60 亿美元，年增 10.1%，季增

18.7%，整体市场已逐渐复苏。除

京元电与颀邦表现维持稳健之外，

日月光、江苏长电、通富微电及天

水华天营收也恢复年增走势。

拓墣产业研究院指出，龙头

大厂日月光 2019 年第三季度营收

为 13.21 亿美元，年增 0.2%。上半

年营收相较 2018 年上半年跌幅达

8.9%，第二季度甚至出现双位数

下滑，但自第三季度开始，日月

光在 5G 通信、汽车及消费型电子

封装需求等的带动下，营收表现

逐渐回稳。排名第二的安靠第三

季度营收为 10.84 亿美元，在消费

型电子与车用市场需求回温的引

领下，衰退幅度相较上半年已逐

渐收敛。

观察中国封测三雄江苏长电、

通富微电与天水华天 2019 年第三

季度营收表现，江苏长电排名维持

第三，通富微电与天水华天维持第

六和第七位。虽然受到整体经济增

速趋缓等因素影响，营收表现不

佳，但随着消费型电子需求渐有回

升，衰退幅度已略为缩减甚至由负

转正。

值得一提的是，京元电与颀邦

于 2019 年 第 三 季 度 营 收 表 现 亮

眼，排名分别维持在第八与第十

位。京元电主要增长动能来自 5G

通信、CMOS 图像传感器及 AI 芯

片 等 封 装 需 求 ， 颀 邦 则 因 苹 果

iPhone11面板之薄膜覆晶封装卷带

（COF） 与 触 控 面 板 感 测 芯 片

（TDDI） 技术的拉升，带动营收

维持增长。

整体而言，全球前十大封测厂

虽然在 2019 年上半年受到存储器

价格下跌及手机销量衰退等因素

拖累营收表现，但从第三季度开

始，随着年底销售旺季备货需求

增温，市场逐渐复苏。拓墣产业

研究院预期第四季度整体封测营收

可望逐步回稳，但全年度表现仍因

上半年跌幅较深等因素，将呈现小

幅衰退。 （拓墣产业研究院）

2019年下半年全球封测市场逐渐复苏

金山办公科创板上市金山办公科创板上市
中国基础软件获资本市场青睐中国基础软件获资本市场青睐

恩智浦总裁Kurt Sievers：

四大因素驱动

中国半导体市场增势不改

恩智浦半导体与东风启辰、航盛电子近日共同宣布，由三家
公司合作打造的新一代智能驾舱“启辰智联3.0PLUS”在全球实
现首次量产，并应用于东风启辰T90年度改款车型当中，进一步
提升了新车型的安全性和驾驶体验。这也是恩智浦半导体进一
步融入中国市场，推动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安全、互联发展的新
举措之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恩智浦半导体总裁Kurt Sievers
表示，恩智浦是全球领先的汽车半导体供应商。而中国现已成
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全球范围内1/3的汽车生产在中国完
成。中国市场始终是恩智浦发展最为迅猛而且体量最大的一个
市场，未来这一趋势也将持续下去。

恩智浦是全球领先的汽车半导

体供应商，而当前汽车行业电动化、

智能化、网联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Kurt Sievers对中国汽车市场以及

关键技术的发展与合作发表了见

解：“汽车行业的电动化和自动化，

这些颠覆性的技术，一定会为汽车

行业带来巨大的变革。通常讲到颠

覆技术的时候，必将同时产生正面

与负面影响。负面影响就是如果一

些车企没办法在这些领域做出相应

的投入和投资的话，可能会被淘

汰。但那些成功拥抱颠覆和变革的

企业将会拥有非常光明的前景，这

点不仅仅适用于中国的车企，也适

用于世界各地相关行业的企业。中

国汽车行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行

业，它完全可以借助这样一个变革

的机会发展起来。“

从去年开始，中国汽车市场的

销量结束了长达28年的增长，首次

出现了负增长，今年市场表现也不

是很尽如人意。这对汽车半导体行

业将产业什么影响呢？Kurt Sievers

表示，他虽然无法预测未来汽车销

量的涨跌，但是对于汽车半导体厂

商来说，更加关注的是单车上是不

是安装了更多半导体产品，未来电

子设备的增长是不是会持续上升。

“就这点而言，我们的感受是中国车

企都在加大投入和布局，因此我们

对中国汽车领域的业务增长持非常

乐观的态度。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

中产阶级人群的数量在不断增长，

未来对汽车的消费需求仍然会进一

步的上升，现在可能位于相对下行

的周期里，但未来还会有相应的回

弹。所以恩智浦仍然非常看好这部

分市场。“Kurt Sievers说。

在谈到与中国车企的合作时，

Kurt Sievers表示，在中国他们和领

先的车企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今年

9 月份，恩智浦刚刚宣布和北汽集

团展开一项战略合作。恩智浦将会

为汽车数字化提供相应支持，同时

确保汽车和驾驶员及其他汽车用户

的网络安全。另外，恩智浦与长安

汽车也一直保持非常成功和紧密的

合作。吉利集团也是其重要的战略

合作伙伴。通过这些合作，可以看

到中国汽车行业所发生的创新变

革，特别是在汽车自动化领域。

另外，不仅是汽车的制造厂商，

中国汽车行业的整个生态系统都给

恩智浦带来很多合作机会。比如百

度的阿波罗项目，这是专注于自动驾

驶和无人驾驶领域的项目，恩智浦是

阿波罗项目的合作伙伴之一，为这个

项目提供安全方面的支持。因为要

实现自动驾驶，所有的汽车都要实现

互联，安全性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

点。恩智浦和百度在自动驾驶项目

的安全性方面建立了密切合作。此

外，恩智浦是第一家帮助阿里巴巴把

AliOS操作系统载入汽车中的公司。

恩智浦的生态系统中有很多非常具

有创新能力的科技公司，包括阿里和

百度这样的互联网巨头。通过在整

个生态系统中展开合作，未来会产生

非常大的影响力。

淡季不淡

中国市场优于全球表现

融入生态

恩智浦致力展开车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