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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CPU企业瞄准科创板 构建生态

是关键

● 本报记者 杨洁

CPU是电子设备中最重要的零部件之

一，国产CPU发展一直备受关注。 日前，两

家国产CPU供应商龙芯中科和海光信息宣

布接受科创板上市辅导。 经过多年沉浮，国

产CPU企业向资本市场发起冲刺。

接受上市辅导

天津证监局网站披露， 海光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光信息” ）与中信

证券签署IPO辅导协议，拟在科创板上市。

天眼查显示， 海光信息成立于2014年

10月，公司第一大股东是中科曙光，持股比

例36.44%。 海光信息是一家高性能处理器

生产商，业务涵盖芯片领域的设计、制造和

生产等环节，自主设计了“禅定” x86中央

处理器（CPU）。

北京证监局此前披露， 龙芯中科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龙芯中科” ）于2020

年12月与中信证券签署科创板上市辅导协

议。

龙芯中科很早就从事国产CPU的研发

和产业化， 由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政府共

同牵头出资成立。 天眼查显示，中科院计算

所持股龙芯中科21.52%的股权。 龙芯中科

于2002年研制出首款32位通用CPU龙芯1

号并成功流片， 结束了中国计算机产业没

有CPU的历史。

CPU是计算机系统的大脑， 主要负责

系统中的运算和控制， 目前全球CPU指令

集主要包括X86和ARM。据国金证券研究，

国产CPU指令集体系主要来自授权， 同时

进行一定程度自研。 比如， 海光信息获得

AMD的新一代X86芯片架构，优点是性能

较强、应用生态丰富，缺点是仅在内核层级

获得授权，自主化程度较低，且海光CPU应

用于服务器领域，无桌面领域的授权。

龙芯中科则在2009年买断了MIPS32

位与MIPS64位的永久专利授权，可以随时

使用，不受限制，自主化程度高。 不过，面临

较为小众的MIPS架构生态应用匮乏，不利

于商用市场拓展。

在2020年的一场学术会议上， 龙芯中

科透露， 推出一套完全自主设计的指令集

Loongarch。 据其介绍，该指令集可兼容其

他芯片架构的指令集， 龙芯中科争取在

2025年消除指令系统间的壁垒。 这将极大

开拓龙芯的软件生态范围。

产业初具规模

经过20年左右沉浮， 国产CPU产业已

初具规模，涌现出龙芯中科、海光信息、天

津飞腾、华为鲲鹏、上海兆芯、申威科技六

家主要CPU供应商。 根据公开信息， 国产

CPU出货量稳步提升，应用场景逐渐丰富。

根据龙芯中科的数据，2019年龙芯中

科的龙芯芯片出货量达到50万颗以上，在

国产化CPU市场遥遥领先。 公司2019年销

售收入是2018年的2.2倍，利润是2018年的

3倍以上。 2020年一季度，龙芯中科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30%。

海光信息所获的X86指令集积累了深

厚的生态，商业化推进较快。2020年5月，中

国电信宣布了2020年服务器集采项目，总

计购买56314台服务器， 中科曙光的海光

x86、 华为的鲲鹏ARM处理器服务器进入

了采购范围，且占比高达20%。

中科曙光2020年半年报显示， 截至

2020年6月，海光信息合并口径总资产为78

亿元， 净资产为51.63亿元，2020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为2.68亿元， 营业利润为6593.56

万元，净利润为6078.25万元。

另一家国产CPU提供商天津飞腾经历

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飞腾CPU指令集体系

基于ARM授权。在2020飞腾生态伙伴大会

上，天津飞腾透露，公司2020年营收从2019

年的2.1亿元增至13亿元，芯片交付从20万

片增至150万片， 研发投入从2.6亿元增至

4.0亿元。

天津飞腾预计2021年收入有望突破20

亿元，芯片交付目标200万片以上，研发投

入大幅增至7亿元。

国产CPU产业迎来“春风” 。 开源证券

表示， 上述厂商部分产品性能已达行业领

先水平，核心元器件采购量相对确定。 若未

来考虑金融、电信等行业客户，国产CPU的

市场空间或超千亿元。

生态加速突破

目前， 国产通用CPU处理器与世界先

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芯谋研究分析师王天下坦言：“从产品

性能角度看， 国产CPU从无到有发展起来

挺不容易， 尽管目前不能和英特尔这些老

牌CPU公司相比，但从自主可控角度看，国

产CPU基本满足我国信创产业对自主可控

的需求。 ”

在王天下看来， 生态是英特尔公司最

强的“护城河” ，国产CPU的生态突破仍是

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表示， 希望构

建一个独立于Wintel（微软的Windows操

作系统和英特尔的CPU）和AA（谷歌An-

droid操作系统和ARM的CPU） 体系之外

的自主信息技术生态体系。

目前， 国产CPU企业在持续推进生态

系统建设。 根据龙芯中科官微，龙芯中科联

合各产业链伙伴及用户发起成立 “龙芯生

态适配服务产业联盟” ， 已有超过1000位

紧密合作伙伴，开发人员超过2万；天津飞

腾在“2020飞腾生态伙伴大会” 上透露，合

作伙伴数量超过1600家， 应用领域持续拓

展； 并携手生态伙伴发布了90余个行业联

合解决方案，覆盖电信、金融、能源、交通、

医疗、数字城市、工业制造等领域。

华为鲲鹏基于ARM架构打造服务器

CPU，同时打造全栈式鲲鹏计算产业。 2020

年，华为共建立22个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发

展1000多个合作伙伴，认证3000多个鲲鹏

解决方案认证，鲲鹏开发者累计逾20万。

在信创产业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王

天下认为， 科创板为国产CPU公司提供了

融资渠道， 可以为这些公司进一步研发产

品、开拓市场补充资金。 这些公司商业模式

和价值也能够接受市场化检验和评估。

生态加速突破

目前， 国产通用CPU处理器与世

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芯谋研究分析师王天下坦言：“从

产品性能角度看， 国产CPU从无到有

发展起来挺不容易， 尽管目前不能和

英特尔这些老牌CPU公司相比， 但从

自主可控角度看， 国产CPU基本满足

我国信创产业对自主可控的需求。 ”

在王天下看来， 生态是英特尔公

司最强的“护城河” ，国产CPU的生态

突破仍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表示，希

望构建一个独立于Wintel （微软的

Windows操作系统和英特尔的CPU）

和AA （谷歌Android操作系统和

ARM的CPU） 体系之外的自主信息

技术生态体系。

目前， 国产CPU企业在持续推进

生态系统建设。 根据龙芯中科官微，龙

芯中科联合各产业链伙伴及用户发起

成立“龙芯生态适配服务产业联盟” ，

已有超过1000位紧密合作伙伴， 开发

人员超过2万；天津飞腾在“2020飞腾

生态伙伴大会” 上透露，合作伙伴数量

超过1600家，应用领域持续拓展；并携

手生态伙伴发布了90余个行业联合解

决方案，覆盖电信、金融、能源、交通、

医疗、数字城市、工业制造等领域。

华为鲲鹏基于ARM架构打造服

务器CPU， 同时打造全栈式鲲鹏计算

产业。2020年，华为共建立22个鲲鹏生

态创新中心，发展1000多个合作伙伴，

认证3000多个鲲鹏解决方案认证，鲲

鹏开发者累计逾20万。

在信创产业发展如火如荼的当

下，王天下认为，科创板为国产CPU公

司提供了融资渠道， 可以为这些公司

进一步研发产品、开拓市场补充资金。

这些公司商业模式和价值也能够接受

市场化检验和评估。

奥精医疗：募投项目预计经济效益良好

●本报记者 董添

奥精医疗近日回复了科创板上市委

会议意见落实函。公司表示，募投项目整

体经济效益情况良好， 相关项目实施后

的业绩增长将覆盖项目产生的研发费用

和销售费用。 公司此次拟募集资金用于

奥精健康科技产业园建设等项目， 并补

充营运资金。

回复意见落实函

募投项目方面， 奥精健康科技产业

园建设项目拟分两期进行， 投资总额为

9亿元 。 其中， 第一期投资总额为

68612.15万元。 公司计划以奥精健康科

技产业园作为主要生产基地， 将现有产

能逐步向奥精健康科技产业园转移，并

在奥精健康科技产业园设立研发中心。

基于上述发展规划， 公司将在奥精

健康科技产业园建设相应的办公及研发

大楼、厂房、仓库及其他配套设施，并购

置相应的研发及生产设备。公告显示，该

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 （税后 ） 为

27.61%，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包含项

目建设期）为7.7年。

公司表示，将不断加强市场开拓，通

过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 分三年建

设营销总部、培训基地、覆盖全国的数个

国内营销中心及营销代表处、 覆盖美国

及欧洲市场的4个海外营销中心， 在巩

固现有市场的同时继续对国内市场进行

拓展，并加大力度对美国、欧洲等海外市

场进行拓展，扩大市场区域覆盖，深入挖

掘市场需求。

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募投项目整

体经济效益情况良好， 相关项目实施后

的业绩增长将覆盖项目产生的研发费用

和销售费用。

上交所此前披露， 科创板上市委要

求结合发行人所处的人工骨缺损修复行

业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和募投项目的情

况， 说明发行人拟采取的具体产能消化

措施； 发行人目前的市场份额与预计的

市场份额， 是否与目前的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及募投规划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

匹配； 募投项目实施后产生大额研发费

用和销售费用对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及

应对措施等。

募资巩固主业

公司本次拟发行不超过3333.3334

万股（不含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

股票数量）普通股（A股）股票，募集资

金扣除相应的发行费用后， 将全部用于

奥精健康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 矿化胶

原/聚酯人工骨及胶原蛋白海绵研发项

目、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以及补充营运资

金， 预计使用募集资金净额为78882.81

万元。

公司表示， 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与

主营业务密切相关， 项目实施后公司与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之间不会新增同业竞争， 不存在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

根据公告， 奥精健康科技产业园

建设项目能够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提供

较充足的生产、研发场地，为公司充分

践行发展规划奠定基础；矿化胶原/聚

酯人工骨及胶原蛋白海绵研发项目能

够使公司实现多产品线协同发展、保

障主要原材料供应、降低经营风险；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能够加强公司营销网

络的覆盖广度和深度以及对海外市场

的拓展力度； 补充营运资金能够提升

公司的资金实力， 满足公司日常经营

的资金需求。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公司的主

要产品为人工骨修复产品， 公司已建成

的生产场地包括： 位于北京市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地盛东路1号院2幢的生产

场地。该生产场地系公司通过租赁取得，

面积为1823.08平方米，产能为人工骨修

复产品50万盒/年；位于自有房产北京市

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

业基地永旺西路26号院2号楼的生产场

地，面积为1942.66平方米，产能为人工

骨修复产品100万盒/年以及胶原蛋白

海绵产品30万盒/年。

公司依托华中、华东、中原三大核心

营销区域布局全国市场， 并初步建立了

海外市场营销网络。 为保障营销战略的

实施，公司建立了经验丰富的销售团队，

制定了较健全的市场开发制度和销售管

理流程， 并与经销商积极开展合作开拓

市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未来，公司将

持续完善营销网络建设， 通过对销售人

员和经销商进行培训等措施提升公司的

市场拓展能力， 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良

好支持。

加大研发投入

奥精医疗是一家专注于高端生物医

用材料及相关医疗器械产品研发、 生产

及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研

发骨移植中使用的骨修复材料。 2011年

推出了矿化胶原人工骨修复产品。

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

（报告期内），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9137.64万元、12368.81万元、16859.1万

元和4163.4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为2353.2万元、3298.5万元、

6778.49万元和1002.3万元，研发投入占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13.53% 、

14.57%、13.34%和16.73%。

报告期内，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 围绕人工骨修复材料及其邻近领

域启动了一系列研发项目， 取得了一

定的阶段性成果， 计划于2021年至

2025年开展胶原蛋白贴敷料、 口腔引

导组织再生膜、颅骨修复定制体、神经

管鞘、人工硬脑（脊）膜、人工皮肤的

临床试验以及开展针对美国市场的脊

柱用矿化胶原人工骨修复材料美国

FDA� 510（k）申请工作，为未来储备

较丰富的产品线。

同时，公司提示风险称，主营业务

收入均来源于矿化胶原人工骨修复产

品，并以骨科矿化胶原人工骨修复产品

为主。 报告期内，公司来自骨科矿化胶

原人工骨修复产品的销售收入占主营

业 务 收 入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82.57% 、

69.73%、62.18%及66.60%，神经外科矿

化胶原人工骨修复产品、口腔或整形外

科矿化胶原人工骨修复产品占比相对

较小。 若未来人工骨修复材料市场或骨

科骨缺损修复材料市场出现重大不利

变化，或公司未来研发能力不足导致不

能持续开发新产品，或市场竞争格局发

生不利变化，将可能导致公司现有主要

产品收入下降，进而会对公司经营业绩

造成不利影响。

CPU是电子设备中最重要的零部件之一，国

产CPU发展一直备受关注。 日前，两家国产CPU供

应商龙芯中科和海光信息宣布接受科创板上市辅

导。 经过多年沉浮，国产CPU企业向资本市场发起

冲刺。

接受上市辅导

天津证监局网站披露，海光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光信息” ）

与中信证券签署IPO辅导协议，拟在科

创板上市。

天眼查显示， 海光信息成立于

2014年10月， 公司第一大股东是中科

曙光，持股比例36.44%。 海光信息是一

家高性能处理器生产商，业务涵盖芯片

领域的设计、制造和生产等环节，自主

设计了 “禅 定 ” x86 中 央 处 理 器

（CPU）。

北京证监局此前披露，龙芯中科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龙芯中科” ）

于2020年12月与中信证券签署科创板

上市辅导协议。

龙芯中科很早就从事国产CPU的

研发和产业化，由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

政府共同牵头出资成立。 天眼查显示，

中科院计算所持股龙芯中科21.52%的

股权。 龙芯中科于2002年研制出首款

32位通用CPU龙芯1号并成功流片，结

束了中国计算机产业没有CPU的历史。

CPU是计算机系统的大脑，主要负

责系统中的运算和控制，目前全球CPU

指令集主要包括X86和ARM。 据国金

证券研究，国产CPU指令集体系主要来

自授权，同时进行一定程度自研。比如，

海光信息获得AMD的新一代X86芯片

架构，优点是性能较强、应用生态丰富，

缺点是仅在内核层级获得授权，自主化

程度较低，且海光CPU应用于服务器领

域，无桌面领域的授权。

龙芯中科则在 2009年买断了

MIPS32位与MIPS64位的永久专利授

权，可以随时使用，不受限制，自主化程

度高。不过，面临较为小众的MIPS架构

生态应用匮乏，不利于商用市场拓展。

在2020年的一场学术会议上，龙

芯中科透露， 推出一套完全自主设计

的指令集Loongarch。 据其介绍，该指

令集可兼容其他芯片架构的指令集，

龙芯中科争取在2025年消除指令系统

间的壁垒。 这将极大开拓龙芯的软件

生态范围。

产业初具规模

经过20年左右沉浮， 国产CPU产

业已初具规模，涌现出龙芯中科、海光

信息、天津飞腾、华为鲲鹏、上海兆芯、

申威科技六家主要CPU供应商。 根据

公开信息，国产CPU出货量稳步提升，

应用场景逐渐丰富。

根据龙芯中科的数据，2019年龙

芯中科的龙芯芯片出货量达到50万颗

以上，在国产化CPU市场遥遥领先。 公

司2019年销售收入是2018年的2.2倍，

利润是2018年的3倍以上。2020年一季

度，龙芯中科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

海光信息所获的X86指令集积累

了深厚的生态，商业化推进较快。 2020

年5月，中国电信宣布了2020年服务器

集采项目， 总计购买56314台服务器，

中科曙光的海光x86、 华为的鲲鹏

ARM处理器服务器进入了采购范围，

且占比高达20%。

中科曙光2020年半年报显示，截

至2020年6月，海光信息合并口径总资

产为78亿元， 净资产为51.63亿元，

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2.68亿元，营

业利润为 6593.56万元 ， 净利润为

6078.25万元。

另一家国产CPU提供商天津飞腾

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飞腾CPU指

令集体系基于ARM授权。 在2020飞腾

生态伙伴大会上，天津飞腾透露，公司

2020年营收从2019年的2.1亿元增至

13亿元，芯片交付从20万片增至150万

片，研发投入从2.6亿元增至4.0亿元。

天津飞腾预计2021年收入有望突

破20亿元， 芯片交付目标200万片以

上，研发投入大幅增至7亿元。

国产CPU产业迎来“春风” 。 开源

证券表示，上述厂商部分产品性能已达

行业领先水平，核心元器件采购量相对

确定。 若未来考虑金融、电信等行业客

户，国产CPU的市场空间或超千亿元。

● 本报记者 杨洁

国产CPU企业瞄准科创板 构建生态是关键

公司纵横·科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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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吉瑞专注红外热成像领域

●本报记者 刘杨

富吉瑞科创板上市申请日前

获上交所受理。公司是一家主要从

事红外热成像产品和系统研发、生

产和销售，并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的高新技术企业。

富吉瑞此次拟募集资金总额

约为5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光电研发及产业化和研

发中心建设等项目， 并补充流动

资金。

应用领域广泛

富吉瑞的主要产品为机芯、热

像仪和光电系统等，应用于军用和

民用领域。 其中，民用领域

主要包括工业测温、气体检

测、石油化工、电力检测、安

防监控、医疗检疫和消防应急等。

在红外热成像领域，目前已有

高德红外、大立科技、久之洋、睿创

微纳和菲利尔等企业。 富吉瑞表

示， 公司已系统掌握相关核心技

术，并在光电成像领域有深厚的技

术积累。

公司的技术环节主要集中在

探测器与最终产品之间的中游

环节， 以红外热成像技术为基

础，以图像处理为核心，融合多

光谱进行横向拓展。 核心技术主

要包括光学系统技术、图像算法

与处理技术、电路技术、光电系

统技术。

公告显示，富吉瑞的研发团队

在红外与微光图像的深度融合算

法领域开展了深入研究，并通过算

法优化，实现了灰度融合、彩色融

合在产品中的工程化实现。

目前，富吉瑞立足于国产传感

器应用， 进行全国产化的微光、可

见光、 短波相关成像模组的开发，

实现了全国产化模组技术。

发力光电系统

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 富吉

瑞的研发人员占比达39.13%。 主

要研发人员具有光电技术领域军

工研究院所工作背景，具备较强的

产品研发能力。

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

1-9月（报告期），公司研发费用分

别为1544.58万元、1890.34万元、

2235.48万元和2220.07万元，占当

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0.29%、

21.56%、13.56%和10.28%。

受益于多年的研发投入和研

发人才的引进、培养，富吉瑞在光

电成像领域积累了一系列具有创

新性的核心技术。 公司产品具有

清晰的图像质量、高可靠性、维修

测试简易性、 安全保障性高以及

环境适应性强等优势。 截至招股

书签署日， 公司共拥有已获授权

专利39项。 其中，发明专利12项，

实用新型专利18项，外观设计专

利9项， 另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8项。

报告期内，富吉瑞总资产规模

分别为12635.95万元、13583.54万

元 、20039.45万元和 33941.49万

元，营业收入分别为7610.87万元、

8768.10 万 元 、16490.14 万 元 和

21590.81万元；归母净利润从报告

期初的亏损2202.84万元， 提升至

盈利4208.28万元。

富吉瑞的主营业务毛利主要

由机芯、 热像仪和光电系统所贡

献，报告期内三类产品毛利贡献占

比 分 别 为 93.49% 、76.39% 、

98.01%和98.16%。

定制化机芯类产品的毛利率

相对较低， 热像仪的毛利率较高。

富吉瑞表示，未来的重点开发产品

将放在光电系统上。目前相关产品

主要应用于石油化工、森林防火等

行业。

富吉瑞指出，光电产品附加值

高， 且公司具有一定的定价权，产

品毛利率保持较高水平。 2018年、

2019年和2020年1-9月， 公司光

电系统产品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51.69%、51.08%和57.4%。

客户集中度较高

报告期内，富吉瑞向前五大客

户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 63.44% 、65.03% 、86.09%和

92.31%。客户集中度较高。公司表

示，这与产品主要应用于国防科技

工业领域直接相关。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等大型企业均名列

公司前五大客户。 2020年1月至9

月，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为富吉瑞第

一大客户， 销售金额1.55亿元，占

公司营收比例达71.87%。

公司表示，2020年1-9月对

第一大客户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超过50%， 主要系公司获

取了大额订单所致。 公司产能规

模有限， 难以增加对其他客户的

销售。

相比之下， 睿创微纳在2019

年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占其年度

销售总额的比例为58.6%；高德红

外2019年前五大客户合计销售额

占 年 度 销 售 总 额 的 比 例 为

55.65%； 大立科技2019年对前五

名客户合计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

额比例为49.48%。

富吉瑞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

约为5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投资光电研发及产业

化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光电研

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工业检测产品研发及

产业化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

公司称，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

将紧紧围绕光电研发及产业化建

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工业

检测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

展开。 强化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

高产品性能和质量水平，提供高能

效、高可靠性的高端红外热成像产

品，努力实现公司经营业绩的稳步

增长。

富吉瑞表示，未来将结合红外

热成像行业的发展趋势，积极开拓

红外热成像产品在军用和民用领

域的广泛应用， 优化升级产品结

构，积极开拓新客户，提升公司产

品品牌影响力，提高公司经营管理

水平，致力将公司发展成为行业领

先的红外热成像技术和产品综合

提供商。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1-9�月

营业收入 7610.87 8768.10 16490.14 21590.81

归母净利润 -2202.84 49.37 1392.31 4208.28

研发费用 1544.58 1890.34 2235.48 2220.07

研发投入

占营收比例

20.29% 21.56% 13.56% 10.28%

富吉瑞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