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凯

次年，中芯国际成为仅次于台

积电、台联电的全球第三大半导体

代工企业。

短短数年，张汝京缔造了一个

中国半导体行业举全国之力、花 20

多年都没能实现的奇迹。技术封

锁、人才短缺、资金紧张……这几

座阻挡中国半导体事业几十年的

大山，被张汝京一一铲平。

为避免像华晶、华虹那样在技

术引进阶段就被疯狂狙击，张汝京

刻意分散股权，淡化国资背景。首

期募资的 10 亿美金中，绝大部分

来自张汝京找来的外资；而张汝京

本人的持股还不足 1%。即便如此，

中芯国际仍没能躲过“瓦森纳协

议”的技术封锁。

2001 年，美国的 0.13 微米技术

已经实现量产，而国内最先进的技

术只是 0.35 微米级别，足足差了 3

代。张汝京希望从美国进口 0.18 微

米等级的生产线设备，遭到美国政

府的拒绝。

据说，身为基督徒的张汝京前往

美国四处游说，找齐了全美五大教会

为他担保，还承诺中芯国际的产品只

用于商业用途，不会用于军事用途，

最后才获得了美国的出口许可。

这一步，将中国半导体与国际

最先进水平的差距从 3-4 代缩小

到了 1 代。此后每隔一两年，中芯

国际的生产线需要技术升级时，类

似的刁难都会出现。

直到 2007 年，中芯国际申请购

买 45 纳米技术设备时，因为有过

去六七年的良好记录，美国政府才

没有刻意为难。2007 年 12 月，中芯

国际顺利拿到 45 纳米产品的生产

设备，仅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 1

年。

张汝京说：“45 纳米是个很大

的突破，以后基本上就和国外同步

了。”

如果没有张汝京和中芯国际，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升级绝达

不到这样的速度，甚至能否缩短代

际差距都还是个大大的问号。

在资金方面，建一条 10 英寸生

产线通常需要 10 亿美元，建一条 8

英寸生产线也需要数亿美元。而中

芯国际在上市前一共只融了 16.3

亿美元，却同时建设和收购了 6 条

生产线，靠的就是张汝京把一块钱

掰成两半花的功夫。

中芯国际开建时正处在行业低

谷，张汝京购入了大量二手设备。

“很多人盖工厂，规模不到我们的

一半，花费是我们的八成，效果还

没我们好。”张汝京得意地说。

张汝京抠门是出了名的。在中

芯国际，他住的是员工宿舍，吃的

是 7 块钱的工作餐。为了省油，张

汝京甚至不坐排量 1.6 的桑塔纳，

只坐排量 1.3 的经济型轿车。

在半导体行业，鲜有代工企业

愿意用那些新晋国产设备商的设

备，因为质量没有保证，风险太大。

但“爱用国货”的张汝京愿意给他

们机会。遇到设备和材料采购，他

都会先问问：“有没有合格的国产

产品能够替代？”

在中芯国际的带动下，上海迅

速聚集了一批优秀半导体企业，形

成了浦东张江、松江和漕河泾“两

江一河”半导体产业带。以上海为

中心，北京、成都、武汉、深圳等地

的半导体产业也渐成规模。

2020 年 5 月，中芯国际回 A股

上市的消息振奋了整个行业。

当国产替代的前景让人们对中

国半导体充满希望的时候，很多人

已经忘了 2000 年以前中国半导体

事业的愁云密布，忘了张汝京是如

何一步步让人们重新燃起希望的。

再提起张汝京时，大家都习惯了叫

他：中国半导体之父。

（选载自《华商周刊》）

05专 题2020 年 6月 5日

编辑：林硕 美编：蔡晓伟

www.xmweekly.com

万众期待之下，6 月 1 日，

芯片代工巨头中芯国际科创板

IPO 申请正式获得上交所受

理，计划募资 200 亿元。半导体

国产替代的浪潮滚滚而来。

2000 年以前，中国半导

体事业愁云密布。20 多年的

技术攻关、数百亿的投入换

来的只是一些落后的二手生

产线，被寄予厚望的半导体

企业最后只剩下上海华虹一

个独苗，还只是个及格生。

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没有缩小，反而被进一步拉

大。失落与无力感笼罩着整

个行业。

其实，中国半导体技术起

步并不晚。即便在经济最困

难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军工

半导体技术，也一直保持在

世界第一梯队。可不计成本、

不在乎良率的军工技术，没

办法直接复制到民用、商用

领域。等到改革开放，国人才

意识到，美、日、韩和中国台

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已远

超中国大陆。

为此，中央下指示：“砸

铁卖铁，也要把半导体产业

搞上去。”从 80 年代开始，国

务院不惜动用财政赤字，发

起了浩浩荡荡的半导体“三

大战役”：1986 年的“531 战

略”、1990 年的“908 工程”和

1995 年的“909 工程”。

可是，技术攻关的难度

超乎想象。

以“908 工程”为例，原

本想引进一条当时较先进的

6 英寸 0.8-1.2 微米的芯片

生产线。结果，行政审批花了

2 年，技术引进花了 3 年，建

厂施工又花了 2年。等到生

产线投产时，国际上的主流

制程已经达到了 0.18 微米，

技术差距反而更大了。

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技

术封锁是最大的拦路虎。

冷战期间，美欧日等国

家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

委员会”（简称巴统组织），严

格限制向东方阵营国家出口

战略物资和高科技产品，苏

联和中国是最重要的封锁目

标。

苏联解体后，巴统组织

宣告解散。但 1996 年，美国

等 33 个国家又重新签订了

一个替代性的“瓦森纳协

议”，对武器及高科技产品实

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中国依

然是被管制国家之列。

“瓦森纳协议”规定，西

方国家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出

口，一般要按照“N-2”的原

则审批，就是要比最先进的

技术晚两代。加上审批中适

当拖延时间，中国拿到的技

术设备通常比最先进水平落

后 3-4 代。

“908”、“909”工程中，华

晶、华虹两家国有企业在采

购设备时均受制于“瓦森纳

协议”。华晶 7年建厂，沦为

笑柄；华虹虽然顶着压力，不

到两年就建成试产，但 8 英

寸、0.5 微米的生产线仍远远

落后于国际主流技术。

“三大战役”相继搁浅，

中国半导体突围无门。1999

年，信息产业部召开全国战

略研讨会，提出：2001 年

-2005 年，全国再投 200 亿，

拟建 2条 8 英寸集成电路生

产线。

会上，时任上海经委副

主任江上舟提出反对意见：

“自己投资只能建 2 条 8 英

寸集成电路生产线，而寻找

海外伙伴投资，至少能建 10

条 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失败还历历在目，江上

舟一言，令许多在场的专家、

院士愕然。于是，寻找海外伙

伴投资、突破“瓦森纳协议”

封锁的重任，落到了“异议

者”江上舟的肩上。

就在此时，回国考察的

台籍半导体专家张汝京，闯

入了江上舟的视野。中国半

导体事业枯木逢春。

当时，张汝京被誉为华

人世界半导体产业的“第三

号人物”。29 岁那年，博士毕

业的张汝京加入美国半导体

巨头德州仪器，一干就是 20

年。期间，他做了 8年技术研

发，还协助德州仪器在美国、

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完成了

10 座半导体工厂的建设、运

营，是业内有名的建厂专家。

心系祖国大陆的父亲问

他：“你在世界各地建厂，为

什么不回大陆建厂？”张汝京

说，一直还没有机会。

不过，在父亲的影响下，

回大陆成了他的一个心结。

1996 年，张汝京苦苦等待的

机会终于来了。

当时，中国电子部（工信

部的前身）派代表去美国得

州仪器参观，接待他们的正

是张汝京。同年底，在电子部

组织的一场论坛上，张汝京

结识了微电子专家王阳元院

士。“你回来帮忙吧”。王阳元

院士当即邀请他。

第二年，张汝京就从得

州仪器提前办了退休。当时，

张汝京的学长陈正宇博士，

在无锡成立了华晶上华，邀

请他过去。另一边，台湾中华

开发投资银行成立了世大半

导体，也希望张汝京过去。考

虑自己孤身一人、势单力薄，

张汝京对中华开发说：“我是想去

大陆，要不你们和陈正宇那边合作

吧。”

中华开发允诺。就这样，张汝京

带着资金和一个台湾团队来到华

晶上华。为了主持这个项目，张汝

京在台湾和无锡之间，两地奔波。

直到 1998 年 2 月的一天夜里，

张汝京接到一个电话：“台当局要

求中华开发把大陆的项目都停

掉。”虽然极不情愿，但三个月后，

大陆的项目成功验收通过。之后，

张汝京和团队撤回台湾，专心做世

大半导体的项目。

离开前，张汝京团队开发的 0.5

微米半导体项目，已经是大陆最先

进的。在世大，张汝京依旧心系大

陆。根据他的计划：世大第一厂、第

二厂建在台湾，第三厂到第十厂全

部放在大陆。

只可惜，世大没能撑到回大陆

建厂那一天。在张汝京的带领下，

世大发展迅猛，仅用 3 年就成为全

球第三大代工企业，产能超过台积

电的三分之一。相互缠斗的台积电

和台联电争着要买。2000 年，台积

电创始人张忠谋出资 50 亿美金，以

8.5 倍的高溢价买下世大。

加入张忠谋麾下时，张汝京只

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收购完成后，

台积电可以到大陆投资建厂。碍于

台湾当时的政治环境，张忠谋没有

答应。第二天，张汝京就辞了职。

惜才的张忠谋几次找他谈话，

希望他能留下来。但张汝京回大陆

的心意已决。据说，张汝京还为此

被罚了很多台积电的股票。

2000 年初，回国考察的张汝京

一行圈定了 3 个建厂地址，分别

是：香港、北京和上海。他们最看好

的是香港。这里最有希望规避美国

的禁运，投资人和香港政府也很支

持。特首董建华特批了建厂土地，

张汝京要求在这块地以外，给员工

盖一个宿舍。但香港的地产商不干

了，以“炒地皮、炒楼价”为由发动

游行示威，赶走了他。

到上海时，不仅徐光迪市长和

主管科技的副市长全都在，还当即

拍板并带他们去张江选地，“想要

哪块都可以”。上海给的政策很好，

在江上舟的力邀之下，张汝京与虞

华年博士、胡定华博士、杨雄哲教

授、马启元教授最终商定：“聚焦张

江！”

江上舟搭台，张汝京唱戏。接下

来就是张汝京的 Show Time。2000

年 8 月 24 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

正式打下第一根桩。13 个月后，上

海第一座 8 英寸厂正式建成投产，

创造了当时全球最快的芯片厂建

厂纪录。

很快，上海的 1座工厂变 3座；

在北京，两座 12 英寸芯片厂破土动

工；在天津，中芯国际又收购摩托

罗拉的 8英寸芯片厂……

短短 4年，中芯国际在纽约、香

港两地上市，创造了半导体行业最

快的上市纪录。

发展半导体产业

心系祖国

突破技术封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