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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孟松请辞 中芯国际“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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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国际正陷入高层内斗的风波中。12月16日，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确认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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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CEO梁孟松有辞任意愿，正积极与之核实，而梁孟松请辞的原因或许与该公
司突然宣布武汉弘芯前CEO蒋尚义代替其位置有关。这一事件登上微博热搜后，

中芯国际
近五年营收

22.36

（单位：亿美元）

还引出了中芯国际高层之间不和的传闻。对于正处于被美国打压处境之中的中芯
国际来说，不管是中流砥柱离开还是内部纷争，都会对其现下的发展造成负面影
响，毕竟在芯片领域，中芯国际还没有跻身到可以高枕无忧的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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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孟松还指出,目前中芯国际正面临着
美国的种种打压,导致先进工艺的发展受到
离职风波
严重威胁。“我认为,今天这个人事提案必然
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有媒体报道公司 会关系到公司的前景。”
执行董事及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拟辞任公
此外,中芯国际前一天的人事任命公告
司职务的消息,公司已知悉梁孟松的有条件 也显示,董事会表决通过关于委任副董事长、
辞任意愿,目前中芯国际正积极与梁孟松核 执行董事的议案,梁孟松无理由投弃权票。
实其真实辞任之意愿。任何公司最高管理层
受上述消息影响,中芯国际当日A股盘中
人事变动,以公告为准。
加入三星后,梁孟松力排众议,主张放弃
跌逾9%,港股停牌。
关于梁孟松提出离职的原因,与前一天
北京商报记者拨打中芯国际的电话想要了 已经跟不上节奏的20nm制程,直接由28nm
中芯国际的一项人事任命有关。此前一天, 解此事的进一步进展,但对方电话无人接听。 制程升级14nm。2015年2月16日,三星宣布将
中芯国际曾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宣布蒋尚义
量产14nm芯片,并且搭载在手机里,彼时台
正式加盟中芯国际,任董事会副董事长、第
积电才掌握16nm技术。之后,因为三星技术
中流砥柱
二类执行董事及战略委员会成员,两位联席
领先,获得来自苹果和高通的大单。
说起梁孟松和蒋尚义,这二位都是芯片
CEO梁孟松、赵海军直接向蒋尚义汇报,当
梁孟松跳槽三星让台积电极为不满。
产业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且都曾供职于台积 2011年底,台积电正式起诉梁孟松,指控其
日生效。
在网上曝出的辞呈中,梁孟松是这样表 电,蒋尚义还曾是梁孟松的上级领导。
2009年离职后,“应已陆续泄露台积电公司之
梁孟松曾被称为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的 营业秘密予三星”；2014年,台积电控告梁孟
达的：“我是在12月9号,上星期三早上,接获
“铜制程”之 松侵犯营业秘密的民事诉讼,在二审时逆转
董事长电话告知：蒋先生即将出任公司副董 左右手,他帮助台积电在130nm
事长一职。对此,我感到十分错愕与不解,因 战中战胜了IBM,确立台积电在晶圆代工市 胜诉,梁孟松被判决不能给三星提供服务。
为我事前对此事毫无所悉。我深深地感到已 场的地位。
2017年,梁孟松接受了中芯国际的邀请,
但在2009年,梁孟松从台积电离职,加 加入这家后起的芯片公司。
经不再被尊重与不被信任。我觉得,你们应该
不再需要我在此继续为公司的前景打拼奋斗 入韩国成均馆大学任教,2011年,梁孟松被
而蒋尚义在供职台积电的十余年中,牵头了
了。我可以暂时安心地休息片刻。在公司董事 高薪聘请加入三星。当时有报道称,梁孟松 0.25μm、0.18μm、0.15μm、0.13μm、90nm、
会和股东会通过蒋先生提名任职之后,我将 从台积电离职的原因是,他原以为可以获得 65nm、40nm、28nm、20nm及16nmFinFET等
正式提出辞呈。但是公司应该对我这三年多 晋升的机会,却没想到台积电从英特尔挖来 关键节点的研发；2016年,蒋尚义出任中
的贡献给予全面公正的评价,而我应有接受 先进技术研发协理罗唯仁来做资深研发副 芯国际独立董事；中芯国际独立董事的三
总裁。
和申诉的权利。”
年任期结束后,蒋尚义于2019年出任武汉

2019年

弘芯CEO一职；今年11月17日,蒋尚义通
过律师发表声明,称自己于6月辞去武汉弘
芯的董事、总经理及CEO首席执行官等一
切职务,自辞职后于7月已不支薪也不再担
任武汉弘芯半导体的任何职务。
除了蒋尚义空降的原因,有消息称,梁孟
松请辞与他和另外一位联合CEO赵海军不和
也有关。过去数年,外界一直传言梁孟松与赵
海军不和已久,董事长周子学在两人之间担
任沟通桥梁的角色,这次周子学力邀蒋尚义
回归担任副董事长,可能是希望蒋尚义能进
一步担任中间调和人物,从而令中芯国际更
加团结。
技术差距

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梁孟松就此离开,中
芯国际短期内势必会受到影响。通信专家刘
启诚指出,毕竟梁孟松主导了这几年中芯国
际的整个产品架构。

从梁孟松的辞呈内容中可以看出,他在
中芯国际技术领域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网
曝的辞呈显示：“自从2017年11月,被董事会
任命为联合首席执行官,至今已三年余,这段
期间,我尽心竭力完成了从28nm到7nm,共
五个世代的技术开发。这是一般公司需要花
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达成的任务,而这些成
果是由我带领的2000多位工程师,日以继夜、
卖命拼搏得来的。当然,董事长和诸位董事过
往的信任与支持也是成功的关键要素。”
梁孟松还在辞呈中透露,目前,中芯国际
28nm、14nm、12nm及n+1等技术均已进入规
模量产,7nm技术的开发也已经完成,明年4
月就可以进入风险量产。5nm和3nm的最关
键、也是最艰巨的八大项技术也已经有序展
开,只待EUV光刻机的到来,就可以进入全面
开发阶段。
蒋尚义在最近一次对外表态时也曾谈
到,其对半导体仍有很强烈的热情,并且热衷
先进封装技术和小芯片（Chiplet）。“现在中
芯国际的先进制程技术已经做到14nm、
N+1、N+2,相信在中芯国际实现我在先进封
装和系统整合的梦想,可以比在弘芯快至少
4-5年。”
有分析指出,蒋尚义的加入意味着中芯
国际在调整技术路线。对此,电信分析师马继
华指出,公司高层斗争总是对发展不利,也会
影响路线和战略执行。
然而,中芯国际必须要做好人事斗争和
技术研发上的平衡。毕竟在芯片制造领域,台
积电和三星仍然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中芯
国际与之相比差距还很大。刘启诚指出,从芯
片整个研发、生产的角度来讲,中芯国际落后
了台积电大概两代半的水平。
“中芯国际最大的问题是被外部力量压
制,拿不到最新最好的设备,还面临美国打
压,在外部压力下,内部不稳,和台积电差距
难缩小。”马继华说。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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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标”前夜的换车潮：豪车缺货,热门车型优惠缩水三成
明年1月1日将正式实施的北京
摇号新政， 在搅动二手车市场的同
时，也带来一轮新车购买热。北京商
报记者调查发现，众多车主认为“富
余的指标只能置换一次，索性一步到
位换辆高端车”， 因此本轮购车热对
一线豪华品 牌 的 增 量 最 为 明 显 ， 奔
驰、宝马、奥迪等品牌部分车型出现
严重缺货情况。同时，由于供需矛盾
凸显，合资品牌、豪华品牌不少中高
端车型的优惠普遍缩水。

豪车走俏

在朝阳区一家宝马4S店,北京商报记者
刚踏进店门,便看见大厅摆放着一辆挂有“此
车已售出”标牌的华晨宝马5系。一位店内销
售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宝马7系、5
系、X7均无现车,甚至展车都已售出,X5也仅
剩一辆现车。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虽然是工作日,但
店内顾客不断,有消费者等待20分钟才等到
销售人员接待。对此,上述销售人员称,之所
以出现这种情况,既是因为今天是部分客户
的交车日,也是因为到店客户确实明显增多。
宝马4S店的情况并非个例。在一家位于
北五环的奔驰4S店,销售人员表示,来店看车
的多指标用户,对价格并不是特别敏感,一些
人甚至完全不考虑售价50万元以下的车型。
对此,拥有两个指标的市民曾先生表示,
他已经卖掉名下的一款旧车,准备用腾出来
的指标购买一辆售价50多万元的北京奔驰E

别越高的车型,优惠回调幅度越大,如S级、
GLS车型的优惠均减少超过五成,低端车型
优惠则变动较小,如此前GLB车型优惠为6万
元,目前优惠为4.6万元。
“如果现在多指标客户订车,订单基本排
到明年1月中下旬,供不应求的状态短时间内
不会结束,起码春节前,优惠不会恢复到原先
那么高的水平。”上述奔驰销售人员说。
在一家奥迪4S店,名下拥有两个指标的
市民蔡先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原计划想
买一辆A6L,但询问很多家店,都没有现车,
而且很难订,直到这家店的销售人员推荐他
改买A4L。“ 我考虑到时间比较紧张就接受
了,目前A6L大部分车型仅优惠2万-3万元,
而A4L的优惠暂时没有调整,能直降6万元。
虽然白色现车已经售罄,但店内仍有几辆蓝
在北五环一家合资品牌4S店，由于客流量骤增，不少来店消费者无人招待。
色现车,如果买蓝色现车,还能额外优惠
3000元。”
级。“这次买完车后,这辆车只能一直开到报 都无法保证能提到车。”上述销售人员说。
除一线豪华品牌,广汽丰田、广汽本田、
废,不能再换新车,等于只有一次选择机会,
东风日产等头部合资品牌旗下的热销中型轿
所以肯定是想买辆好点的车,也能开得更久
车也出现三成以上的优惠缩水,其中广汽丰
折扣回调
一些。”他说。
田凯美瑞优惠从1.4万元降至1万元,广汽本田
事实上,早在今年11月,北京摇号新政对 雅阁优惠从1.5万元降至1万元,东风日产天籁
曾先生所说的“不能再次换车”,指的是
明年1月1日将正式实施的《北京市小客车数 终端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便已显现。中国汽 优惠从2.7万元降至2万元。
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中的一条规定：单 车流通协会有形市场分会常务副理事苏晖表
不同于广汽丰田、广汽本田,一汽-大众
位和个人出售、报废名下小客车后需要新购 示,由于各种政策信息传闻,今年11月北京新 的情况较为特殊,一位一汽-大众4S店销售人
置小客车的,可以申请更新指标,但个人名下 车市场开始活跃,已经取得购车资质的部分 员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目前店内各款车型
有两辆以上本市登记的小客车的,只能选择 消费者,担心摇号新政出台有新的变化,11月 优惠幅度基本没变化,如迈腾优惠仍然为4.5
开始就纷纷出手购车。
其中一辆取得更新指标。
万元,但现车只有一辆顶配车型,如果想订别
一边是需求增加,另一边却是供给受限。 的车型,由于芯片供应问题,不能保证何时能
“其实,选择一汽-大众奥迪A4L这类中端
车型的多指标客户也不少,有些是为了买给孩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提车。
子使用。目前,中低端车型现车较多,而且订车 今年受疫情影响,车企销量目标普遍下调,
周期相对较短,供货情况稍好些,高端车型现 年底各厂家营促销策略分化。其中,豪华品
卖旧不必买新
车较少,而且容易缺货,例如现在北京已很难 牌受供给影响,经销商层面的年底冲量热情
并不高。
买到A6L。”一位奥迪4S店销售人员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车市场迎来购车
在暂时供求失衡背景下,一线豪华品牌 热,但相对于报废、过户旧车,购买新车其实
北京商报记者从上述奥迪4S店后台系统
上看到,该店A6L、A8L、Q7系列现车均已售 和合资品牌的中高端车型优惠明显缩水。上 并非一个必要行为。
罄,而且今年12月能到店的在途车辆也都已 述奔驰销售人员表示,北京摇号新政正式发
北京市政府指标管理办公室客服人员对
被客户预订。“如果现在订这几款车,春节前 布前夕,店内各款车型的优惠已陆续回调。级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名下多辆京牌车的车主,

可以在新政实施前将旧车出售或报废,但不
必急着购买新车上牌。也就是说,如果个人名
下拥有两辆京牌车,两辆车在今年售出,明年
1月后依旧能购买两辆新车,只是此后再次出
售这两辆车时,才只能申请一个更新指标。
然而,部分销售人员在向消费者介绍时,
却模糊该项规定。一位东风日产销售人员表
示,多指标客户如果想保住指标,必须要在过
户旧车后及时在年内购买新车“占坑”。
也有销售人员直言不讳地催促消费者尽
快办手续。“所有客户都一样,我们不可能把
现车专门预留给多指标客户,这样没有意义
也不合规,所以您看中的车最好能第一时间
办理手续。”上述奥迪4S店销售人员对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同时,上述宝马4S店销售人员也
表示,置换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耽搁时间太
久,没有在12月27日前完成手续,将导致指标
失效。
此前,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公室发布通
知称,为做好明年摇号新政的准备工作,今年
12月27日-31日,个人、单位系统账户内的全
部功能将暂停服务,包括指标通知书打印、更
新指标申请、相关信息查询等功能。
不过,也有部分消费者在清楚了解政策
后,仍然选择年内购买新车。“我知道年底只
需要把旧车卖掉就能保留指标,但是天冷谁
也不愿意费力找二手车商砍价,销售人员说
能提供置换补贴,我觉得补贴力度还不错。”
名下拥有两个指标的市民冯先生经过一番思
考,最终选择将卖旧车和买新车两件事一起
完成。
部分新车经销商也瞅准部分消费者的消
费心理,并以此展开有针对性的营销。在上述
奔驰4S店,进门便能看见用以吸引多指标用
户购车的广告图,图上显要位置标注“北京摇
号新政下月实施,个人名下指标不得超过1
个！”的提示,以及“置换重购最多可享1.8万元
置换补贴”“0首付48期”等政策。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濮振宇/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