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端访谈

优刻得董事长季昕华：

深挖产业互联网潜力 做深做大政企市场

本报记者 黄一灵

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云计算市场迎来二次增长曲线。

2020年以来，疫情、新基建、在线新经济推动全行业数字化转型加速，云计算作为基础设施释放增长动能。 作为一家产品驱动，保持中立的云计算服务商，优刻得也在不确定的2020年里获得确定性增长。 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优刻得实现营收16.38亿元，同比增长52.87%。

“我们的战略是在保持一定毛利的情况下把规模做大，做大互联网公司的第二朵云，中小互联网公司的第一朵云。 ”优刻得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季昕华在公司上市一周年之际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的专访，分享了这一年来，公司对云计算行业及未来发展的思考。

追求规模效应

2020年1月20日，成立仅8年的优刻得登陆科创板。 上市以来，优刻得头顶两大“光环” ，既是国内云计算第一股，也是同股不同权第一股。

谈及一年前的上市，季昕华认为，“优刻得登陆资本市场，对于云计算行业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一方面是证明同股不同权机制可以在科创板上市，这有利于创业者在上市之后能继续保留对公司发展决策的控制权；另一方面能让创业公司看到即便不依赖巨头互联网公司，也能通过自身努力上市，实现直接融资，从而做大做强。 ”

上市一年来，优刻得营收不断增长，营业收入从2017年末的8.4亿元增至2019年末的15.15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达到34.30%。 2020年前三季度，优刻得营收又同比增长52.87%。

上市之后，优刻得将公司发展重心转向拓展市场规模，对于“增收不增利”的情况，季昕华说，“与同行相比，优刻得的毛利率是领先的，我们的战略是在保持一定毛利的情况下把规模做大，这样有利于公司更好地扩展业务。 ”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云计算是重资金、重资产、需要不断投入的行业，“马太效应”逐渐加剧，通过扩大营收以追求规模效应是大多数云计算企业的“生存”之道。 至于云计算企业何时能盈利，季昕华认为这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是市场的增长空间足够大；第二是行业中不存在恶性竞争；第三是公司在持续发展。 “优刻得在上市前就已经实现盈利了，但更好更快地发展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和方向。 ”

加强政府领域合作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很多政府机构和企业开始意识到“上云” 、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

“此前，传统企业一方面不想‘上云'，觉得没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敢‘上云 '，怕‘上云 '之后有安全风险；另一方面是不能‘上云 '，没有能力去进行数据化。 ”季昕华坦言，受疫情影响，诸多线下的活动和工作都不能进行，很多传统企业被迫“上云” ，“上云”逐渐成刚需。

季昕华认为，云计算的核心价值就是赋能，“因为有云计算，互联网公司才能快速发展；因为有云计算，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迅速便捷。 到目前为止，优刻得先后为两百多家上市公司提供了‘上云'需求，成长迅速，这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

目前，优刻得的客户包括互联网企业、政府和传统企业，行业涵盖游戏、电商、直播、AI、政府管理、政府数字化、零售、教育和医疗。 据季昕华预计，产业互联网的机会会越来越大，对于云的需求也愈发强烈。 “接下来，优刻得还会不断拓展更多行业，尤其是市场足够大却又足够分散的传统行业和政府市场” 。

季昕华透露，2020年优刻得已经在政企业务方面取得快速增长，接下来优刻得将继续加强政府领域的合作，通过独创的“安全屋”技术帮助政府把数据安全地开放给社会，包括开放给银行，帮助银行更精准地为中小企业画像，提高信贷投放精度和力度，让资金真正流向实体。同时，对于互联网行业客户，优刻得将坚守中立定位，做大互联网公司的第二朵云，中小互联网公司的第一朵云。

加码人才和研发 深耕细分市场

市场是海，企业是船，质量是帆，人是舵手。 对于科创企业而言，人才是公司发展的根本。

技术出身，作为中国首代（白帽子）黑客的季昕华，对此感受更深。 为了让员工利益和公司利益更好地长期结合在一起，上市不到半年的时间，优刻得便推出“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500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18%，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140人，占公司全部职工人数的13.47%。

季昕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激励计划会持续下去，必须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我们，公司才能研发出更好的产品，把市场做大。 ”

据悉，为匹配新的战略布局，优刻得内部推行了“合伙人计划”，分别是产品合伙人、行业合伙人和区域合伙人。这三类合伙人定位都是公司核心人才，产品合伙人主要负责整理市场需求，然后转化成产品；行业合伙人做市场拓展；区域合伙人则负责服务当地的传统企业客户和政府客户。

凭借技术立足市场的优刻得，还在不断加码研发投入。 数据显示，2017年-2019年，优刻得的研发投入分别为1.06亿元、1.60亿元和1.88亿元。 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研发费用为1.64亿元，同比上升14.83%。

“研发、技术和数据是优刻得发展的核心能力。 像安全屋、混合云、智能网卡、PATHX全球网络加速都是我们最早推出的。 很多技术积累的过程，都是为了帮助用户解决他们的痛点。 未来，我们要不断研发出更多符合用户需要的产品，包括帮助政企有效开放数据，防止数据垄断，为高校、医院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等。 ”季昕华表示，通过技术和服务，把传统行业的细分市场做深做透，会是优刻得未来重要竞争力。

公司纵横·科创板

2021/1/19

星期二 责编

/

钟志敏 美编

/

王春燕 电话

/010-63070277

A07

Company

新疆大全：香港大全尚未开展经营

不存在违法违规事项

●本报记者 刘杨

1月15日，新疆大全回复科创

板二轮问询，涉及开曼大全及子公

司情况、公司股份支付、研发费用

及相关技术水平等16项问题。 新

疆大全成立于2011年2月，专注于

高纯多晶硅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实际控制人为徐广福、徐翔父子。

新疆大全指出， 香港大全成立

后拟实施中国境外的投资项目，拟

作为中国境外的业务发展和投资平

台， 香港大全成立后暂未找到合适

的投资项目，因此尚未开展经营。此

外，截至本次回复函签署日，公司及

其子公司不存在房地产开发经营行

为， 其所持资产不存在自行开发建

设形成的住宅和商业房产的情况，

无需办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尚未开展业务

新疆大全回复问询函时指

出，香港大全于2020年3月26日成

立，其《商业登记证》所记载的业

务性质为“Corp” ，代表无实际经

营业务。

上交所要求公司说明，香港大

全尚未开展经营的原因，以及开曼

大全的子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违规

事项。

新疆大全回复称，香港大全成

立后拟实施中国境外的投资项目，

拟作为中国境外的业务发展和投

资平台，香港大全成立后暂未找到

合适的投资项目，因此尚未开展经

营。 此外，新疆大全的实际控制人

徐广福、徐翔，以及公司控股股东

开曼大全已出具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

上述《承诺函》显示，若公司

上市，香港大全作为开曼大全下属

子公司，将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公司所经营业务构成

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

或活动。

根据招股书，新疆大全的控股

股东是开曼大全， 其持股比例为

94.26%，实际控制人为徐广福、徐

翔父子，二人合计持有开曼大全的

股份比例为19.82%。

至于上交所关注的 “开曼大

全的子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违规事

项” ，新疆大全回复指出，截至回

复函签署日，开曼大全为一家持股

型公司，除持有新疆大全股份外，

开曼大全还拥有重庆大全和香港

大全两家子公司。

报告期内，重庆大全的营业外

支出中未涉及支付政府处罚的情

况。而香港大全自2020年3月26日

设立以来，其无实际经营业务。 香

港大全不存在违反香港有关税务

之法例及政府规例，或被香港税务

部门处罚的情形。 基于此，开曼大

全除新疆大全外的其他下属子公

司重庆大全及香港大全不存在违

法违规事项。

不存在涉房业务

在二轮问询中，上交所要求公

司说明，新疆大全及其子公司经营

范围是否涉房，是否具有房地产开

发企业资质，所持资产是否存在自

行开发建设形成的住宅和商业房

产，募投项目的构成是否投向涉房

业务以及涉房土地事项。

根据问询回复函，新疆大全的

经营范围包括：多晶硅、硅芯、硅

片、光伏电池、光伏组件和光伏发

电系统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三氯氢硅、四氯化硅、氢氧化钠、盐

酸、次氯酸钠的生产及销售等。

公司还披露了大全投资、国地

硅材料及绿创环保的经营范围，均

不涉及房地产开发；因大全投资涉

及职工公寓楼的租赁，因此其经营

范围包括房屋租赁。

据介绍，2011年8月28日，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国土资源局

出具 《关于新疆大全投资有限公

司修建大全集团职工公寓建设项

目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

并决定同意新疆大全投资有限公

司以划拨方式使用石河子市63号

小区0.9349公顷国有建设用地，土

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新疆大全指出，大全投资使用

划拨用地建设职工公寓符合国务

院规范性文件和地方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合法合规。 截至回复函签

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房地

产开发经营行为，其所持资产不存

在自行开发建设形成的住宅和商

业房产的情况，无需办理房地产开

发企业资质。公司及其子公司所持

有的自行开发建设所形成的房产

中， 除大全投资持有的公寓楼以

外，其他的房产均为工业厂房。

公司进一步解释称，大全投资

于划拨地上建设的公寓楼，系根据

大全集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

师和石河子政府签署的 《投资协

议》的安排，为新疆大全的员工提

供宿舍，该公寓楼具有保障性住房

的性质， 其不以向市场流通为目

的，不具有商品房的属性。 大全投

资亦未向市场上第三方出租、出售

公寓楼，因此，大全投资自行投资

建设该等公寓楼，不属于房地产开

发经营行为。

募资扩充产能

新疆大全此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数量约不低于2.87亿股，募资金

额50亿元， 主要用于年产1000吨

高纯半导体材料项目、年产35000

吨多晶硅项目及流动资金补充。

新疆大全表示，近年来，公司

生产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公司现

有产能已无法满足公司业务快速

发展的要求。 年产35000吨多晶硅

项目是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的

扩产项目，将扩充高纯多晶硅的生

产能力，带动产品产量提高，进一

步巩固和扩大公司高纯多晶硅业

务的市场份额，提升公司综合竞争

优势，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与此同时，新疆大全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000吨高纯

半导体材料项目” 建设地点为新

疆石河子市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内，

实施主体为新疆大全，项目总投资

为4.21亿元，计划新增半导体级多

晶硅产能1000吨/年。

公司解释称，半导体级多晶硅

和太阳能级多晶硅均为多晶硅，不

过前者要求工艺质量更高。

据了解，半导体级多晶硅作为

半导体硅片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

料，是半导体产业的基础原材料之

一。在中国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的

趋势下，配套的硅片产业加快新建

与扩产，对半导体级多晶硅需求增

长明显。公司表示，本项目的实施，

将有助于满足半导体产业对多晶

硅快速增长的需求。

新疆大全目前已成为全球领

先的高纯多晶硅专业制造商之一，

其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公司客户

多为硅片行业龙头企业，且下游硅

片行业的集中度较高，导致公司客

户相对集中。目前公司主要客户为

隆基股份、晶科能源、上机数控、晶

澳科技、中环股份、阳光能源、环太

集团、天合光能等。

目前， 多晶硅行业集中度较

高，新疆大全以高纯多晶硅年产能

7万吨规模位居业内第一梯队。 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统

计显示，2020年我国在产的多晶

硅企业主要为通威股份、 新疆大

全、新特能源、保利协鑫、东方希

望、亚洲硅业、鄂尔多斯、内蒙古东

立8家企业，2020年6月底产能约

占国内多晶硅总产能的95%。

优刻得董事长季昕华：

深挖产业互联网潜力 做深做大政企市场

追求规模效应

2020年1月20日， 成立仅8年的优刻得登陆

科创板。 上市以来，优刻得头顶两大“光环” ，既

是国内云计算第一股，也是同股不同权第一股。

谈及一年前的上市， 季昕华认为，“优刻得

登陆资本市场， 对于云计算行业起到一定的示

范作用， 一方面是证明同股不同权机制可以在

科创板上市， 这有利于创业者在上市之后能继

续保留对公司发展决策的控制权； 另一方面能

让创业公司看到即便不依赖巨头互联网公司，

也能通过自身努力上市，实现直接融资，从而做

大做强。 ”

上市一年来，优刻得营收不断增长，营业收

入从2017年末的8.4亿元增至2019年末的15.15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达到34.30%。2020年前三季

度，优刻得营收又同比增长52.87%。

上市之后，优刻得将公司发展重心转向拓展

市场规模，对于“增收不增利” 的情况，季昕华

说，“与同行相比，优刻得的毛利率是领先的，我

们的战略是在保持一定毛利的情况下把规模做

大，这样有利于公司更好地扩展业务。 ”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云计算是重资金、

重资产、需要不断投入的行业，“马太效应”逐渐

加剧，通过扩大营收以追求规模效应是大多数云

计算企业的“生存” 之道。 至于云计算企业何时

能盈利，季昕华认为这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是

市场的增长空间足够大；第二是行业中不存在恶

性竞争；第三是公司在持续发展。 “优刻得在上

市前就已经实现盈利了，但更好更快地发展是我

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和方向。 ”

加强政府领域合作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很多政府机构和企业开

始意识到“上云” 、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

“此前，传统企业一方面不想‘上云'，觉得

没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敢‘上云'，怕‘上云'之后

有安全风险；另一方面是不能‘上云'，没有能力

去进行数据化。 ” 季昕华坦言，受疫情影响，诸多

线下的活动和工作都不能进行，很多传统企业被

迫“上云” ，“上云”逐渐成刚需。

季昕华认为， 云计算的核心价值就是赋能，

“因为有云计算， 互联网公司才能快速发展；因

为有云计算， 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迅速便

捷。 到目前为止，优刻得先后为两百多家上市公

司提供了‘上云'需求，成长迅速，这是我们的价

值所在。 ”

目前，优刻得的客户包括互联网企业、政府

和传统企业，行业涵盖游戏、电商、直播、AI、政

府管理、政府数字化、零售、教育和医疗。 据季昕

华预计，产业互联网的机会会越来越大，对于云

的需求也愈发强烈。 “接下来，优刻得还会不断

拓展更多行业，尤其是市场足够大却又足够分散

的传统行业和政府市场” 。

季昕华透露，2020年优刻得已经在政企业务

方面取得快速增长， 接下来优刻得将继续加强政

府领域的合作，通过独创的“安全屋”技术帮助政

府把数据安全地开放给社会，包括开放给银行，帮

助银行更精准地为中小企业画像， 提高信贷投放

精度和力度，让资金真正流向实体。 同时，对于互

联网行业客户，优刻得将坚守中立定位，做大互联

网公司的第二朵云，中小互联网公司的第一朵云。

加码人才和研发 深耕细分市场

市场是海，企业是船，质量是帆，人是舵手。

对于科创企业而言，人才是公司发展的根本。

技术出身，作为中国首代（白帽子）黑客的

季昕华，对此感受更深。 为了让员工利益和公司

利益更好地长期结合在一起，上市不到半年的时

间，优刻得便推出“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拟向激

励对象授予不超过500万股限制性股票， 约占草

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18%， 首次授予的激

励对象为140人，占公司全部职工人数的13.47%。

季昕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激励计划会

持续下去， 必须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我

们，公司才能研发出更好的产品，把市场做大。 ”

据悉，为匹配新的战略布局，优刻得内部推行

了“合伙人计划” ，分别是产品合伙人、行业合伙

人和区域合伙人。 这三类合伙人定位都是公司核

心人才，产品合伙人主要负责整理市场需求，然后

转化成产品；行业合伙人做市场拓展；区域合伙人

则负责服务当地的传统企业客户和政府客户。

凭借技术立足市场的优刻得，还在不断加码

研发投入。数据显示，2017年-2019年，优刻得的

研发投入分别为1.06亿元、1.60亿元和1.88亿元。

2020年前三季度， 公司研发费用为1.64亿元，同

比上升14.83%。

“研发、技术和数据是优刻得发展的核心能

力。像安全屋、混合云、智能网卡、PATHX全球网

络加速都是我们最早推出的。很多技术积累的过

程，都是为了帮助用户解决他们的痛点。未来，我

们要不断研发出更多符合用户需要的产品，包括

帮助政企有效开放数据，防止数据垄断，为高校、

医院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等。 ” 季

昕华表示，通过技术和服务，把传统行业的细分

市场做深做透，会是优刻得未来重要竞争力。

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

疫情，让云计算市场迎来二次增

长曲线。

2020年以来，疫情、新基建、

在线新经济推动全行业数字化

转型加速，云计算作为基础设施

释放增长动能。 作为一家产品驱

动， 保持中立的云计算服务商，

优刻得也在不确定的2020年里

获得确定性增长。 数据显示，

2020年前三季度优刻得实现营

收16.38亿元，同比增长52.87%。

“我们的战略是在保持一

定毛利的情况下把规模做大，做

大互联网公司的第二朵云，中小

互联网公司的第一朵云。 ” 优刻

得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季昕华在

公司上市一周年之际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的专访，分享了这一

年来，公司对云计算行业及未来

发展的思考。

●本报记者 黄一灵

航宇科技：

将适时适度进行产业链纵向延伸

●本报记者 董添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航宇科技” ）

科创板首发上市申请日前获上交所审议通过。 招股说明书

显示，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4500万股，募集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资于航空发动机、燃气

轮机用特种合金环轧锻件精密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和补充

流动资金，预计募集资金使用额约为7亿元。

公司表示， 将致力于成为全球技术领先的以环锻件为

核心产品的航空发动机零部件主流供应商。 在做大做强航

空难变形金属材料环锻件主业的基础上， 公司将适时适度

进行产业链纵向延伸，从涉足精加工业务环节起步，逐步实

现从专业锻件商向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商的延伸和升级。

募资巩固主业

招股说明书显示， 本次募投资金投资项目为公司主营

业务， 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会产生同业竞

争问题，也不会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航空发动机、 燃气轮机用特种合金环轧锻件精密制造产

业园建设项目主要依托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和技术工艺优势，

打造智能化的特种合金环轧锻件生产线， 主要用于生产航空

发动机、燃气轮机用中小型特种合金环轧锻件。本项目通过实

现航空发动机、 燃气轮机用特种合金环轧锻件产业化、 规模

化、自动化生产，提升公司中小型环轧锻件的生产能力；此外

通过数字化管理、智能化流程、信息化驱动等，提高智能化生

产水平，提升公司装备水平，增强公司在航空领域的竞争力。

补充流动资金方面，公司经营规模扩大，经营性流动资金

需求日益扩大。 报告期内（2017年-2019年以及2020年1-6

月），公司营业规模不断扩大，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2552.41

万元、33257.54万元、58876.22万元、28739.3万元， 其中2019

年营业收入较2018年增长77.03%，2018年营业收入较2017

年增长47.47%。公司营业规模扩大，使公司对日常运营资金需

求不断增加， 因此公司需要补充一定规模的流动资金以保障

公司的正常运营资金和业务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

近年来， 随着公司与中国航发下属主机厂及科研院所

的合作进一步加深，发行人参与了新一代军用航空发动机、

长江系列的商用航空发动机的配套同步研发工作， 承担了

大量新品试制工作。 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投入大、回报周

期长，导致公司需要在技术研发上持续投入；公司与国外主

流航空发动机制造商签订的长协数量越来越多， 首件包数

量不断提升， 公司在境外市场的产品开发同样需要充足的

资金作为保障。

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

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主要存在技术风险、经营风险、

管理与内控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发行失败风险、募集

资金投向风险以及其他风险。

短期偿债能力及流动性较低的风险方面，招股说明书显

示， 报告期各期末，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38.77%、49.59%、

58.06%、55.92%，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2.24、1.76、1.42、1.51，

速动比率分别为1.30、1.01、0.84、0.77，2017年末至2019年末

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2017年末至2019年末流动比率、速动

比率持续下降，公司偿债能力处于较低水平。 目前公司处于

产业化初期，主营业务快速增长，对营运资金需求较大，若未

来不能有效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库存，改善客户、供应商信

用期，公司将会面临偿债能力不足及流动性风险。

募投项目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方面， 招股说明书

显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用特

种合金环轧锻件精密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到位

后公司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 本次募投项目将新增无形资

产和固定资产合计45020.45万元， 对公司经营管理能力和

资产运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项目虽经发行人审慎

论证，但如果募集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管理不善，可能导致募投项目不能按计划实施完成；整体经

济形势和行业市场环境、市场竞争加剧、市场推广效果不佳

等不利变化， 也将可能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达到预

期目标。

募投项目新增折旧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方

面，招股说明书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的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分别为-7.25%、3.98%、9.78%、5.20%。本次募投项目

将新增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合计45020.45万元， 每年新增

折旧与摊销合计2251.74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

一定的时间， 且在项目建成投产一段时间后才能达到预计

的收益水平。 因此，本次发行后短期内公司净利润将难以与

净资产保持同步增长，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2017年-2023年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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