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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打压之下 华为如何■过泥泞

频调高层 雷诺在华“乘转商”的逆行棋局

有信心找到解决方案

这是三天以来，华为首次正式回应美国

的进一步打压行为。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发

布声明称，全面限制华为购买采用美国软件

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包括那些处于美国以

外但被列为美国商务管制清单中的生产设

备，要为华为和海思生产代工前，都需要获

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

“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

接产品规则修改。”华为在声明中指出，本次

规则修改影响的不仅仅是华为一家企业，更

会给全球相关产业带来严重的冲击。长期来

看，芯片等产业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将被破

坏，产业内的冲突和损失将进一步加剧，美

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打压他国企业，必将

削弱他国企业对使用美国技术元素的信心，

最后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利益。

华为称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估，预

计其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我们会

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也希望客户和供

应商与华为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

来的不利影响。”

声明显示，去年被美国无端列入实体清

单以来，在大量产业技术要素不可持续获得

的情况下，华为始终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

艰难前行，而美国为了遏制华为的发展，无

视企业和行业的担忧，无底线地修改产业规

则，使得30多亿用户的信息和通讯受到影

响，罔顾华为客户和消费者的权益。“好消息

是我们现在还活着。华为努力保持客户供

应，获得了绝大多数客户的理解。”郭平说。

郭平认为，“经过这一年的磨炼，华为已

经‘皮糙肉厚’，有信心找到解决方案。过去

30年，华为把数字技术带出了象牙塔，加快

了数字技术的全球普及，在全球覆盖了1500

多张网络，为6亿消费者提供了智能终端消

费，服务了30多亿人口”。

前期打压效果不理想

“我们无法理解美国持续打压华为，能

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郭平发出考问。

除去一些政治和贸易谈判因素，在通信

专家马继华看来，美国此举是因为原有的限

制打压措施效果不理想，甚至说是“失败”

了，不得不用新的更刺激的政策。

去年5月，美国将华为加入该国“实体清

单”，之后又针对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

司发出供应链禁令，但华为用业绩说明，美

国的打压并没有成功。财报显示，2019年，华

为销售收入为8588亿元，同比增长19.1%；

净利润为627亿元，同比增长5.6%。

此外，马继华认为，最近美国的欧洲盟

友对华为出现了一些松动，开始“不听话

了”，美国需要“杀鸡给猴看”。

英国和德国的相关人士近日都表示，需

要华为参与他们国家的5G网络建设。截至

今年2月，华为已经获得了91个5G商业合

同，其中47个在欧洲、27个在亚洲、其他区域

17个，累计发货了60万个5GAAU模块。

但从本质上说，据报道，华为消费者业

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指出，美国所谓为消除

网络安全担忧而对华为实施进一步封杀行

为的新规定，实质是为维护美国在全球科技

领域的主导地位。华为目前是5G网络设备

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也是5G技术规范标准

化组织3GPP的重要成员。

“华为不幸成为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最

大的目标之一。但美国也清楚，制裁华为，

是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从长

远看，如果华为在美国外找到更多的替代

解决方案，美国企业受伤更重。”电信分析

师付亮说。

据郭平透露，去年华为在美国的采购额

达到187亿美元。一旦失去这一收入，对供应

链的企业来说将是很大的损失。

5月18日，有消息称，在美国宣布了最新

的出口管制法规后，台积电已停止从华为

接受新订单。对此，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

华为方面求证，但截至发稿对方未作出回

应。不过，据外媒报道，台积电表示，已停

止向华为提供新订单的报道“纯粹是市场

传言”。据悉，限制再度升级后，华为向台积

电紧急追加7亿美元大单，储备力或提升至

100天以上。

威吓大于实际作用

因此，为防止对使用美国半导体制造设

备的外国代工企业造成直接的不利经济影

响，美国商务部将延长对华为的临时许可，

给予120天缓冲期。“大门并未就此彻底关

上，和前几次制裁一样，美国商务部堵住了

门，但还是留下了窗口。”付亮如是说。

至于最终会有多大影响，马继华认为，

美国的限制政策有一定震慑力，但短期也只

有这个影响，美国只敢“上箍”，却不敢轻易

“念咒”，落实起来太难，缺乏监控整个世界

生产网络的能力，只能靠企业申报，威吓作

用更大。“这种措施用多了，会恶化中国以及

世界各国对超级大国的信任，倒逼大家不得

不创新做备胎，时间长了，美国的优势会严

重削弱。”

在他看来，华为应该继续做备货，想办

法维持足够战略空间，同时努力打造中国朋

友圈，打造更牢固的科技生态版图。

这两年，华为确实在试图摆脱对美国企

业的依赖。在系统和软件方面，今年2月华为

在欧洲发布了HMSCore4.0和更完善的应

用商店AppGallery，并推出了首批搭载

HMS服务的华为手机———荣耀V30Pro和

9XPro；华为P40手机里已经完全没有谷歌

的东西。

但付亮却不这么看。他指出，作为一个

行业领军企业，华为最清楚产业链各环节有

多大差距，14nm替代5nm，可能不利于华为

发展。“任正非（华为创始人）说得好，即使能

做，也要多采购美国的，这才是高明的策略。”

郭平也呼吁道：“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一

体化协作体系，这个体系不应也不可逆转。

标准和产业链割裂对任何一方都没有益处，

会给整个产业带来严重冲击。产业界应共同

努力，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市场公

平性，确保全球统一的标准体系和分工协作

的供应链体系。”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产经

“美国搞了太多独立标准， 导致其无线运营商目前无人是华为

对手。”5月18日下午， 在华为公司第十七届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华

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回应美国修改出口管制规定时这样说道。

出于对华为高速发展的忌惮，自去年以来，美国就想尽办法不

断打压华为，该公司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业务上的影响，因此从长

远来看，实现技术上真正的独立自主才是不惧外来打压的法子。

北京商报讯（记者 姚倩）5月18日，康
希诺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日前获得加拿

大卫生部关于重组疫苗（腺病毒载体）

“Ad5-nCoV”临床试验申请批准。

重组疫苗（腺病毒载体）由康希诺生物

与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所生物工程研

究所联合开发。该疫苗采用基因工程方法

植入，以复制缺陷型人5型腺病毒为载体，

可表达新型冠状病毒S抗原，拟用于预防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

2020年3月，康希诺生物与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联合团队

合作研发的重组疫苗（腺病毒载体）获批临

床，在武汉市开展I期试验，成为全国首款进

入临床研究阶段的新冠候选疫苗。4月9日，

康希诺生物与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生物工程研究所计划于近期在中国展开重

组疫苗（腺病毒载体）的II期临床试验，这也

成为全球第一个启动II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疫

苗品种。

在海外布局方面，2020年4月24日，康

希诺生物向加拿大卫生部提交了重组疫苗

（腺病毒载体）临床试验申请前会议请求，

公司计划在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后，与

加拿大的合作伙伴联合开展“Ad5-nCoV”

临床试验。加拿大卫生部受理了临床试验

申请前会议请求。

康希诺生物为港股“疫苗第一股”。

2019年3月，康希诺生物正式在香港联交所

主板H股上市，成为港交所上市的第一只疫

苗股。2020年4月，康希诺生物科创板IPO过

会。目前，康希诺生物的核心业务为创新疫

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已建立覆盖13种传

染病的16种疫苗的研发管线，其中包括

2017年获得批准的全球创新重组埃博拉病

毒病疫苗、重组肺炎蛋白疫苗、重组结核病

疫苗，以及目前在研的重组疫苗（腺病毒载

体）等。

由于持续的研发投入，康希诺生物尚

未实现盈利。数据显示，2016-2019年，康

希诺生物分别亏损4985.2万元、6444.91万

元、1.38亿元、1.57亿元。与此同时，康希诺

生物的研发费用分别约为5163.34万元、

8941万元、1.24亿元、1.52亿元。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5个新冠疫苗进入

临床试验阶段。2020年5月15日，由医科院

生物所自主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

Ⅰ期临床试验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正

式启动。至此，我国已有5个新冠疫苗正在

开展临床试验，包括康希诺生物重组新冠

疫苗、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

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国药集团旗

下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以及北京生物制品

研究所分别研制的新冠灭活疫苗和医科院

生物所旗下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

疫苗专家陶黎纳表示，疫苗动物试验

后是临床试验。一期临床试验主要看安全

性，需要二三十位受试者，观察一至两周的

时间决定是否进行二期试验。二期试验增

加了对照试验，需要几百位受试者。一般来

说，受试者产生抗体至少需要两周以上的

时间。从接种程序来看，受试者只打一针的

可能性较小，接种两针还需要看两针之间

的间隔时间，间隔时间一般需要一个月。

康希诺新冠疫苗在加拿大获批临床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美国计划升级对华
为管制措施的消息搅动着资本圈。受相关消息影

响，5月18日，以晓程科技（300319）为首的多只国

产芯片概念个股迎来一波上涨行情。但整体来看，

截至5月18日收盘，国产芯片概念股跌多涨少。业

内人士认为，美国对华为制裁升级，国产半导体设

备再迎良机。

消息面上，美国商务部计划升级对华为的限

制。限制内容指出，使用美国集成电路设计软件或

者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海外企业均需要获得美

国商务部允许才能向华为提供技术服务，否则美

国有权对相关企业进行制裁。

相关消息也引发了市场对国产芯片概念股的

关注。交易行情显示，5月18日，国产芯片整体板块

早盘高开1.53%，随后呈现震荡走势。截至5月18日

收盘，国产芯片整体板块下跌1.66%，报1877.93点。

从个股来看，国产芯片概念股走势严重分化。

截至5月18日收盘，136只国产芯片概念股中，除了

暂停上市的*ST盈方外，有35只个股股价实现上
涨。晓程科技、亚翔集成、江苏雷利3股以涨停收盘。

以晓程科技为例，该股5月18日早盘高开

5.08%，当日上午10点15分，晓程科技股价封上涨

停板。截至5月18日收盘，晓程科技涨幅为10.03%，

收于8.23元/股。据晓程科技介绍，公司是国内规模

较大的电力终端载波芯片供应商，国内电力终端

载波芯片市场的领导者。数据显示，亚翔集成、江

苏雷利5月18日的收盘价分别为18.48元/股、18.95

元/股，对应的涨幅分别为10%、9.98%。

不过，亦有100只国产芯片概念股出现下跌。

据东方财富统计，100股中，航锦科技、乐鑫科技、

兆易创新、闻泰科技等18股5月18日股价跌幅在

5%以上。其中华西股份、卓胜微2股更是跌停。

万联证券称，美国重新修改规则限制华为，或

将刺激国内对半导体产业扶持加大，新基建持续

加速5G建设，国家级基金增资中芯国际，晶圆代工

市场前景广阔，国产替代空间巨大。

“科技股代表经济转型的方向，国家在科技方

面的投入势必会进一步增加。美国可能禁止华为使

用美国任何技术的芯片，这可能会激发市场对于芯

片进口替代板块的投资热情。我们看到华为把大

量订单转移给中芯国际，实行芯片代工领域的备

胎计划”，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如是说。

美欲对华为升级管制

国产芯片概念股跌多涨少

国内乘用车市场尚存的增量空间，让“商

转乘”成为部分自主商用车企转型的标签。然

而，与东风分手的法系品牌雷诺却逆势“乘转

商”。5月18日，华晨雷诺金杯汽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晨雷诺金杯”）宣布，施戈迈即日起

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面对出生两年半，仍未

在商用车市场有突出表现的华晨雷诺金杯，如

何理清这盘商用棋局，成为雷诺和施戈迈面前

的问题。

高层调整

施戈迈于1994年加入雷诺，先后在销售、

营销和生产制造等不同领域担任领导职务。

2017年5月起，施戈迈先后担任雷诺集团亚太

区、雷诺集团中国区市场销售副总裁。此前，他

曾担任日产印度公司总裁，全面负责公司在印

度市场的运营管理，还曾担任雷诺土耳其公司

的首席运营官。

华晨集团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施戈迈就职履新后，未来将共同致力于把华

晨雷诺金杯旗下品牌打造成为同时面向国内外

市场商用车品牌，特别是在新能源商用车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官宣”施戈迈前一个月，华

晨雷诺金杯便开始“挖脚”高管加盟。今年4月初，

杨洪海正式接任华晨雷诺金杯汽车有限公司副

总裁，全面负责华晨雷诺金杯市场营销工作。

与施戈迈一样，杨洪海同样具有丰富的汽

车行业经验。资料显示，杨洪海1996年入职上

汽集团，曾就职上海通用汽车、上汽商用车、上

汽大通公司等重要职务。值得注意的是，在上

汽集团任职期间，杨洪海除参与别克GL8项目

运作，还在上汽大通成立初期深度参与上汽大

通V80等车型的产品导入、品牌建设和营销体

系建设等工作。

汽车行业专家颜景辉表示：“拥有丰富的

商用车经验是杨洪海的优势，也正是华晨雷诺

金杯看中他的原因。施戈迈作为雷诺老将，了

解雷诺的发展情况，两位高层配合可以进一步

推进企业发展。”

“附身”金杯

实际上，接连高层调整的背后，与雷诺在

华的重新布局不无关系。

今年4月14日，东风集团发布公告称，雷诺

拟将其持有的东风雷诺50%股权转让给本公

司。对于雷诺而言，将在华放弃乘用车销量持

续低迷的东风雷诺，专注轻型商用车，而轻型

商用车业务将通过华晨雷诺金杯开展。雷诺发

布声明称，华晨雷诺金杯将扩大公司产品线，

在2023年前推出5款核心竞争车型。

实际上，在轻型商用车领域，雷诺品牌一

直颇受欢迎。2019年，雷诺轻型商用车全球销

量同比增长0.7%，其中热门车型KangooZ.E.

销量为1.03万辆，同比增长19.2%。

不仅在商用车领域拥有经验，同时在国内

乘用车市场下滑的现阶段，商用车发展良好。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

2010-2019年，商用车市场需求相对稳定，销

量达400万辆左右，个别年份低于400万辆。

汽车行业分析师张翔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随着国内电商、快递行业发展，轻型商用

车拥有很大市场需求，加码该领域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雷诺在商用车领域拥有一定的技术积

累，实力较强。如果能把这些技术带到国内进

行合资生产，也能发挥雷诺最大优势。”

据了解，未来雷诺的目标是复兴金杯品

牌，金杯品牌在中国拥有150万基盘用户，雷诺

将从管理、技术等各方面提供支持，包括动用

雷诺-日产-三菱联盟的相关资源。

重整布局

事实上，虽然雷诺押宝商用车领域，但近

两年华晨雷诺金杯走得并不顺利。

2017年，华晨中国与雷诺计划在一家公司

内实现金杯、华颂、雷诺三大品牌协同发展。然

而，新公司成立至今两年多时间里，仅推出一

款名为观境的SUV。该车型曾被寄予厚望，

2019年4月上市后，去年累计销量仅2720辆。

在业内人士看来，双方合资后并没有很好

梳理并进行调整，推出符合市场的产品。“合资

后，华晨雷诺推出SUV车型准备‘乘商’并举，

然而新车并未换取销量提升，同时此前的商用

车板块也出现下滑。”

杨洪海表示，欧系轻客市场的市场窗口期

仍在，雷诺与华晨都希望能够打破现在的局面。

“华晨雷诺金杯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将集中在，一

是快速导入新产品，二是构建市场化的营销体

系和运营机制。”他说。

“目前华晨雷诺金杯面临快速铺设销售和

服务网络、提升品牌知名度等问题。”颜景辉表

示，接连调整高管，雷诺也希望战略尽快落地，

用丰富营销经验以及销售经验重新梳理品牌。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截至今年2月，华为已经获得了91个5G商业合同，其中47个在欧洲、27
个在亚洲、其他区域17个，累计发货了60万个5G�AAU模块。

华为2019年销售业绩
2019年，华为销售收入为8588亿元，同比增长19.1%；净利润为

627亿元，同比增长5.6%。

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