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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是为什么？笔者多次从北京赴上海张

江高科技园区，与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博士

企业家深度交流，以寻求答案。 

“芯片设计服务集成平台”第一股 
“有人说芯原是芯片行业的富士康，我

不同意！富士康代工世界一流，但设计能力

有限；又有人说芯原是芯片行业的药明康德，

我也不同意！药明康德为全球客户提供了创

新医药研发服务平台，但 IP（知识产权）有

限。芯原是一家拥有众多核心 IP 的芯片设计

服务集成平台公司，IP+ 设计服务 + 集成平台。

未来，或许有人会说，某某公司是某某行业

的芯原呢。”戴伟民如此定义自己的公司。 

半导体是一个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

的行业，保持独特的自身核心竞争力尤为关

键。芯原的优势在于丰富的 IP 资源，提供定

制化解决方案和系统级芯片（SoC）的一站式

服务：芯原与欧洲自动驾驶公司 AImotive 合

作的全球第一颗对标 L4 的基于多传感器的神

经网络芯片正在北美洲、欧洲以及日本的行

7 月 22 日上午 9 点 30 分，上海黄浦江畔

一声锣响，开启了科创板的大幕。历史也将

这一瞬间永恒镌刻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画

卷之中。 

这场触及资本市场灵魂深处的改革乐章，

是在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澎湃汹

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 等新兴

技术蓬勃兴起，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攻关期的

大背景下奏响的，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般渴

求科创企业的发展。 

鸣锣开市当天，《上海证券报》用头版刊

登了首批科创板公司董事长们的寄语，其中

芯原微电子董事长戴伟民认为 , 科创板姓“科”,

将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全球半导体产

业经历了从美国到日本 , 再到韩国和中国台湾

地区的两次转移。科创板开板 , 正值全球半导

体产业向中国大陆进行第三次转移的关键时

刻，中国半导体产业将迎来黄金发展的十年。 

但科创板鸣锣开市当天，戴伟民并没有

出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25 家科创企业

恢复高考后，戴伟民从崇明岛一名种菜士兵考入上海交大物理系学习，之后赶着改革
开放的第一批出国潮赴美留学深造，成为伯克利大学终身教授，随后转身回国创业。
他的人生就是中国科创板创业者群像的一个缩影。

文  |  本刊访谈主笔   马力

芯火燎原从科创板开始
戴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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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的商业模式有相似之处，但芯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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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两次转移。科创板开板 , 正值全球半导

体产业向中国大陆进行第三次转移的关键时

刻，中国半导体产业将迎来黄金发展的十年。

从改革开放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到美国伯克利大学的终身教授，再到回国创业投身中国
芯，戴伟民的人生就是中国科创板创业者群像的一个缩影。

文  |  本刊访谈主笔   马力

芯火燎原从科创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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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伟民

芯原微电子创始人、董事

长兼总裁。获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

学士学位和电机工程博士

学位，曾任加州大学圣克

鲁兹分校计算机工程学终

身教授。先后在世界各类

技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过 

100 多篇论文，并于 1990 

年荣获美国总统青年研究

奖。2001 年创办芯原股份

有限公司，2007年获得“安

永企业家奖”。18 年来，

芯原已经成长为一家“芯

片设计服务集成平台”公

司。

插画 ｜网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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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清楚，就是‘烧砖瓦’，因为建起芯片

这栋房子，没有砖瓦是不行的。”戴伟民说。 

芯原的设计服务集成平台有坚实的积累，

重要来源之一就是不断增长完善的子平台。

比如多媒体平台、节能照明平台、智能电网

平台等，通过接入各种子平台使得芯原平台

更加多元。无论是消费电子，还是电信设备、

新能源、医疗设备、3G 产品等等，芯原的平

台都能为其提供特定的芯片解决方案，涌盖

了最尖端和主流的产品需求。 

在 芯 原 的 集 成 平 台 上， 不 但 有 丰 富 的

IP、全球多处研发中心、“台积电”、“中芯

国际”等一流的芯片制造工厂、“中国创芯”

等多个 IC 高峰论坛，还活跃着众多不同需求

业 OEM 企业中进行测试；在微软 XBOX 体

感游戏 Kinect 以及 iPhone 和三星手机的旗舰

机型里也都有芯原设计的芯片；甚至 6 家排

名前 10 的奢侈品汽车品牌将芯原的图形 IP 用

于可重构仪表面板。 

 戴伟民为什么要把芯原做成芯片设计服

务集成平台？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新的

商业模式。系统芯片平台就像“造房子”的

平台，来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客户提出

要盖怎样的房子，他们很快就能设计好方案，

并且找到最合适的工程队把它变为现实。 

芯片没有标准单元库，就相当于盖房子

只有框架而没有砖块，即便身怀绝世武功也

只能纸上谈兵。“所以芯原成立之初的定位

人物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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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子，他们设计并找到最合适的工程队把

它变为现实。

芯原的芯片设计平台通过接入智慧物联

网平台、智慧汽车平台、智慧家居平台等子

平台而更加多元。无论是消费电子，还是电

信设备、新能源、医疗设备等等，平台都能

为其提供特定的芯片解决方案，覆盖主流的

产品需求。

芯原的芯片设计平台通过接入智慧物联

网平台、智慧汽车平台、智慧家居平台等子

经网络芯片正在北美洲、欧洲以及日本的行

业 OEM 企业中进行测试；在微软 XBOX 体

感游戏机 Kinect 以及 iPhone 和三星手机的旗

舰机型里也都有芯原设计的芯片；甚至 6 家

国际排名前 10 的高端汽车品牌也采用芯原的

图形 IP 用于可重构液晶仪器仪表显示。

戴伟民为什么要把芯原做成平台化芯片

设计服务公司？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新的商

业模式。芯片设计平台就像“造房子”的平台，

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客户提出要盖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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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戴伟民在芯原研发中心

实验室，芯原每周流片一款

芯片，每年流片50多款芯片，

其中 98% 一次流片成功。 

 

图2   戴伟民在张江大厦办公

室，一代代奋斗在张江的创

业者凭借着对创新的坚守、

对创业的热忱、对梦想的坚

持，让张江成为世界瞩目的

创新高地。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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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而更加多元。无论是消费电子，还是电

信设备、新能源、医疗设备等等，平台都能

为其提供特定的芯片解决方案，覆盖主流的

产品需求。

在 芯 原 的 发 展 要 素 里， 不 但 有 丰 富 的

IP、全球多处研发中心，优秀的员工团队，还

有众多知名晶圆厂、封测厂等合作伙伴，以

及跨多个领域且需求各异的客户。

在戴伟民看来，做一个有品牌产品的设计

公司，需要有市场的渠道，而且有很大的市

场风险，而在平台化芯片设计服务的模式下，

芯原不存在产品库存，不需要占用太多资金，

而且不需要过多考虑市场，轻资产模式大大

降低了风险。

以核心 IP 和芯片设计服务为根本的芯原，

其价值得到了嗅觉灵敏的知名投资机构的认

可。至今，芯原接受了多轮投资，浦东科创投、

兴橙资本、富策、小米、华山资本、中经合、

IDG、三星、IBM 和 Intel 等都投出了橄榄枝。

芯原也获得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 2

亿元人民币投资。

“大基金在芯片设计领域投资并不多，

只有有限的几家公司，芯原能够独获青睐，

与我们 IP 的长期积累和紧密联结产业链上下

游，做好晶圆厂与芯片公司和系统公司之间

的桥梁不无关系。”在戴伟民博士看来，未

来的十年不仅仅是国内半导体企业的黄金十

年，更是芯原的黄金十年。

经过 18 年的默默积累、耕耘，在成年之

际的芯原正好遇上科创板的鸣锣开市，有望

成为科创板“平台化芯片设计服务”第一股。

戴伟民感慨道：“本来芯原是没有机会

在国内上市的，一定要去美国或者香港，现

在幸逢国内设立科创板，给了芯原能够在上

海上市的机会，科创板的落地则明显有利于

集成电路企业。”

回到文章开头的疑问，首批上市的 25 家

科创板企业中为什么没有芯原？这要从戴伟

民视为企业生命的人才说起。 

企业发展背后的“信”与“义”
“科创板第一批上市确实很重要，我们也

非常想上。但是芯原是全员持股，公司的司机、

前台都有期权，鉴于现行的税收政策，员工

希望先行权再上市。在充分考虑了员工的诉

求后，公司决定暂缓上市，让大家先行权。”

戴伟民说。   

“我见证了美国硅谷的大发展，有一幕

情景，至今不会忘记。那时，每个公司程序

员的电脑屏幕上都开个小窗口，他们时时都

在关注自己公司的股票。当时就是这个氛围，

期权、股权的力量很大，是他们努力创新的

动力，资本为硅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在成为一名企业家之前，戴伟民的身份

是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计算机工程系的

终身教授，美国只有两个铁饭碗：大法官和

终身教授。所以放弃终身教授对戴伟民是一

个很大的决定。

“记得 1998 年，国家召开半导体发展战

略研讨会，上海市邀请到许多外国专家参加，

决定创立中芯国际，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

常好的机会，张江是最有可能复制硅谷的地

方，所以我放弃了终身教授的职位，投入到

创业浪潮之中。”戴伟民回忆说。

戴伟民也将教授严谨守信的学术性格，

重视人才和情义无价态度带到了芯原的企业

文化之中，正如唐代大诗人唐张九龄所曰：“人

之所以为贵，以其有信有礼；国之所以能强，

亦云惟佳信与义。”

自 2001 年芯原一成立，便种下“信”的

种子。那时我国芯片代工厂刚起步就遭遇严

峻的知识产权困境，没有标准单元库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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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户和设计公司。 

采用芯原的 IP 积累，可以给国内初创设

计公司提供便利资源，加快产品研发周期，

降低开发成本，帮助客户迅速推出差异化产

品上市，从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做 SoC 的过

程其本质就是寻找、验证及整合 IP 的过程，

随着芯片复杂度的提高，定制化需求越来越

多，开发周期越来越长，设计质量越来越难

以控制，IP 外包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在戴伟民看来，做一个有品牌产品的设

计公司，需要有市场的渠道，而且有很大的

市场风险，而在设计服务集成平台的模式下，

芯原不存在产品库存，不需要占用太多资金，

而且不需要考虑市场，轻资产模式大大降低

了风险。 

以集成平台为根本的芯原，其价值得到了

嗅觉灵敏的知名投资机构的认可。至今，芯

原接受了多轮投资，华山资本、中经合、IDG

和联想投资、IMB、Intel 等都伸出了橄榄枝。

更重要的是，芯原获得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的 2 亿人民币战略投资，大基金将

芯原定位为“IP Power House”。 

“国家大基金在设计领域投资并不多，

只有有限的几家公司，特别是在战略投资方

面就更少了，芯原能够独获青睐，与我们 IP

的长期积累和紧密的联结着产业链上下游，

做好晶圆厂与芯片公司和系统公司之间的桥

梁不无关系。”在戴伟民博士看来，这是对

芯原公司和业务模式的极大肯定，他认为“未

来的十年不仅仅是国内半导体企业的黄金十

年，更是芯原的黄金十年”。 

经过 18 年的默默积累、耕耘，在成年之

际的芯原正好遇上科创板的鸣锣开市，终于

走上上市之路，将成为科创板“芯片设计服

务集成平台”第一股。 

 戴伟民感慨道：“本来芯原是没有机会

在国内上市的，一定要去美国或者香港，现

在幸逢国内设立科创板，给了芯原能够在上

海上市的机会。”其实芯原本来已经在纳斯

达克走过路演，然而，美股市盈率普遍过低，

如果芯原到美国上市恐怕很难获得一个匹配

的估值。 

那么，回到文章开头的疑问，首批上市

的 25 家科创板企业中为什么没有芯原？这要

从戴伟民视为企业生命的 IP 说起。  

 IP 背后的“信”与“义” 
“科创板第一批上市确实很重要，我们

也非常想上，并且注册通过的几率非常大。

但是，芯原是全员持股，连公司的司机、前

台都有期权，因为科创板财务税收等政策，

需要员工在上市前行权，才能确保权益。我

们公司以人为本，做完行权就上市。”戴伟

民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芯原最宝贵的财

富是 IP，IP 的背后是人才，以及戴伟民所说

的“信”与“义”。

“我见证了美国硅谷的大发展，有一幕情

景至今不会忘记。那时，每个公司程序员的

电脑屏幕上都开个小窗口，他们时时都在关

注自己公司的股票。当时就是这个氛围，期权、

股权的力量很大，是他们努力创新的动力，

资本为硅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在成为一名企业家之前，戴伟民的身份

是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计算机工程系的

终身教授。美国只有两个铁饭碗：大法官和

终身教授，放弃终身教授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记得 1998 年，国家召开集成电路会议，

上海邀请许多外国专家参加，决定创立中芯

国际，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张江是最有可能复制硅谷的地方，所以我放

弃了终身教授的职位，投入到创业浪潮之中。”

戴伟民回忆说。 

图1   戴伟民在芯原研发中心

实验室，芯原每周流片一款

芯片，每年流片50多款芯片，

其中 98% 一次流片成功。 

 

图2   戴伟民在张江大厦办公

室，一代代奋斗在张江的创

业者凭借着对创新的坚守、

对创业的热忱、对梦想的坚

持，让张江成为世界瞩目的

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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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而更加多元。无论是消费电子，还是电

信设备、新能源、医疗设备等等，平台都能

为其提供特定的芯片解决方案，覆盖主流的

产品需求。

在 芯 原 的 发 展 要 素 里， 不 但 有 丰 富 的

IP、全球多处研发中心，优秀的员工团队，还

有众多知名晶圆厂、封测厂等合作伙伴，以

及跨多个领域且需求各异的客户。

在戴伟民看来，做一个有品牌产品的设计

公司，需要有市场的渠道，而且有很大的市

场风险，而在平台化芯片设计服务的模式下，

芯原不存在产品库存，不需要占用太多资金，

而且不需要过多考虑市场，轻资产模式大大

降低了风险。

以核心 IP 和芯片设计服务为根本的芯原，

其价值得到了嗅觉灵敏的知名投资机构的认

可。至今，芯原接受了多轮投资，浦东科创投、

兴橙资本、富策、小米、华山资本、中经合、

IDG、三星、IBM 和 Intel 等都投出了橄榄枝。

芯原也获得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 2

亿元人民币投资。

“大基金在芯片设计领域投资并不多，

只有有限的几家公司，芯原能够独获青睐，

与我们 IP 的长期积累和紧密联结产业链上下

游，做好晶圆厂与芯片公司和系统公司之间

的桥梁不无关系。”在戴伟民博士看来，未

来的十年不仅仅是国内半导体企业的黄金十

年，更是芯原的黄金十年。

经过 18 年的默默积累、耕耘，在成年之

际的芯原正好遇上科创板的鸣锣开市，有望

成为科创板“平台化芯片设计服务”第一股。

戴伟民感慨道：“本来芯原是没有机会

在国内上市的，一定要去美国或者香港，现

在幸逢国内设立科创板，给了芯原能够在上

海上市的机会，科创板的落地则明显有利于

集成电路企业。”

回到文章开头的疑问，首批上市的 25 家

科创板企业中为什么没有芯原？这要从戴伟

民视为企业生命的人才说起。 

企业发展背后的“信”与“义”
“科创板第一批上市确实很重要，我们也

非常想上。但是芯原是全员持股，公司的司机、

前台都有期权，鉴于现行的税收政策，员工

希望先行权再上市。在充分考虑了员工的诉

求后，公司决定暂缓上市，让大家先行权。”

戴伟民说。   

“我见证了美国硅谷的大发展，有一幕

情景，至今不会忘记。那时，每个公司程序

员的电脑屏幕上都开个小窗口，他们时时都

在关注自己公司的股票。当时就是这个氛围，

期权、股权的力量很大，是他们努力创新的

动力，资本为硅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在成为一名企业家之前，戴伟民的身份

是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计算机工程系的

终身教授，美国只有两个铁饭碗：大法官和

终身教授。所以放弃终身教授对戴伟民是一

个很大的决定。

“记得 1998 年，国家召开半导体发展战

略研讨会，上海市邀请到许多外国专家参加，

决定创立中芯国际，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

常好的机会，张江是最有可能复制硅谷的地

方，所以我放弃了终身教授的职位，投入到

创业浪潮之中。”戴伟民回忆说。

戴伟民也将教授严谨守信的学术性格，

重视人才和情义无价态度带到了芯原的企业

文化之中，正如唐代大诗人唐张九龄所曰：“人

之所以为贵，以其有信有礼；国之所以能强，

亦云惟佳信与义。”

自 2001 年芯原一成立，便种下“信”的

种子。那时我国芯片代工厂刚起步就遭遇严

峻的知识产权困境，没有标准单元库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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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戴伟民也将教学严谨守信的学术性格、

重视人才和情义无价的态度带到了芯原公司的企业

文化之中，正如唐代大诗人张九龄所曰：“人之所

以为贵，以其有信有礼；国之所以能强，亦云惟佳

信与义。” 

自 2001 年芯原一成立，便种下“信”的种子，

那时我国芯片代工厂刚起步就遭遇严峻的知识产权

困境，没有标准单元库的知识产权基础，做代工异

常困难。当时中芯国际也刚刚起步，还处于深挖地

基的时期。 

没有标准单元库，就相当于盖房子只有框架而

没有砖块，即便身怀绝世武功也只能纸上谈兵。在

国家号召 IC 产业市场化发展时，戴伟民就发现了致

命硬伤，所以芯原成立之初的定位就是烧砖瓦。后来，

随着国内设计能力的提高，进口标准单元库不再是

问题，芯原更上一层楼将 IP 和设计服务推向世界。 

“芯原专注做服务，不做自己品牌的芯片产品。

从产品定义开始，所有的原始设计、封装测试芯原

可以一手包办，芯原实现全产业总包制造，也要承

担巨大的责任，产品的任何环节出现问题，芯原都

需要承担后果。”整个过程中，芯原没有走抄袭模

仿的捷径，认认真真从从烧砖开始，历经从逆向设

计（copy）到正向设计（innovation）的提升。 

戴伟民回忆说：“我在伯克利大学当教授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一些毕业生的论文开头摘抄一段英文引

言，却不打引号。我就郑重的对他们讲，不能白拿

别人的文字，要清晰地引用并注明出处。” 

做 IP 也如同写论文一样要严谨和扎实，需要长

期投入，而且最终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在戴伟民

看来，IP 就相当于建造房子时候特有的厨卫技术，

厨卫技术好，客户就会再次找你造房子，IP 在客户

眼中占很大的比重，用得好了想要换一家重新设计

都很难。因此多年来，芯原一直非常重视在 IP 方面

的前期投入，建立 IP 护城河，成为一流的 IP Power 

House。 

IP 背后的“义”，除了表现在公司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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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基础，做代工异常困难。当时中芯国际

也刚刚起步，还处于深挖地基的时期。

没有标准单元库，就相当于盖房子只有

框架而没有砖块，即便身怀绝世武功也只能

纸上谈兵。在国家号召 IC 产业市场化发展时，

戴伟民就发现了这个致命硬伤，所以芯原成

立之初的定位就是烧砖瓦。后来，随着国内

设计能力的提高，进口标准单元库不再是问

题，芯原更上一层楼将 IP 和设计服务推向世

界。

“芯原专注做服务，不做自己品牌的芯

片 产 品。 服 务 的 范 围 从 产 品 定 义 开 始， 所

有 的 原 始 设 计、 封 装 测 试， 芯 原 可 以 一 手

包 办。 芯 原 实 现 全 产 业 总 包 制 造， 也 要 承

担巨大的责任，产品的任何环节出现问题，

芯 原 都 需 要 承 担 后 果。” 整 个 过 程 中， 芯

原 没 有 走 抄 袭 模 仿 的 捷 径， 认 认 真 真 从 烧

砖开始。

戴伟民回忆说：“我在加州大学当教授

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些毕业生的论文开头

摘抄一段英文引言，却不打引号。我就郑重

地对他们讲，不能白拿别人的文字，要清晰

的引用并注明出处。”

做 IP 也如同写论文一样要严谨和扎实，

需要长期投入，而且最终不一定能够成功。

但是在戴伟民看来，IP 就相当于建造房子时

候特有的厨卫技术，厨卫技术好，客户就会

再次找你造房子，IP 在客户眼中占有很大的

比重，用得好了想要换一家重新设计都很难。

因此多年来，芯原一直非常重视在 IP 方面的

前期投入，建立 IP 护城河，致力于成为一流

的 IP Power House。

企业发展背后的“义”，则体现在国际

并购与管理中。芯原收购美国德州 LSI 公司的

ZSP 部门就是一则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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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大师带来精彩演出，还组织员工子女表

演才艺，尽显快乐童真。即使在 2008 年的金

融危机时，戴伟民也坚持不辞退一名员工，

这样的处理方式被许多员工记挂，一直留在

芯原陪公司一起成长。

戴伟民非常喜爱音乐，2014 年上海 FD-

SOI 论坛期间，正值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际，

芯原主办了“芯原之夜—中法音画交响音乐

会”，由法国知名画家吉拉尔德·艾科诺莫

斯，上海著名的旅法钢琴家宋思衡和上海著

名旅美女高音歌唱家王作欣，携手上海歌剧

院交响乐团，为现场 1600 名观众呈现了一场

视听盛宴。科技创新与艺术创作都需要灵感，

二者的碰撞与交汇，为设计行业奉上一场收

获启迪的最好礼物。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刚到张江创业时，

条件还比较艰苦。戴伟明至今还记得公司那

幢小白楼电线拉出来的样子，小白楼门前有

座桥，他们就在桥旁放了一块大圆石，刻上“芯

原桥”三个字。芯原桥寓意着，它是连接集

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的桥梁；是连接中国与世

界 IC 技术的桥梁；还是连接中国芯实现中国

梦的桥梁。 

从改革开放第一批出国留学，在异国他

乡奋斗，成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

学院院长葛守仁教授的博士生，进而成为伯

克利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终身教授，到心怀

梦想回国创业，以期实现中国芯、中国梦的

企业家。戴伟民的人生就是中国科创板创业

者们群像的一个缩影。 

在收购过程中，戴伟民曾被质疑能否留住

原始团队，而团队是 ZSP 除知识产权以外最

重要的资产，美国工程师能否认可一家中国

公司呢？戴伟民也考虑过这次收购对 ZSP 员

工可能的冲击，当他向这些员工宣布并购消

息时，员工的惊讶反应无异于见到了“天外

来客”。

戴伟民明白，他这个新老板第一次演讲不

能讲技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尊重“中国技

术”。“第一次讲话非常重要，我讲起了 911

时，上海的一对夫妇也搭乘了那个航班到美

国看儿子，不幸遇难。有一位美国德州的黑

人歌唱家深受感染，作了一首曲子献给这对

患难夫妇。我了解后十分感动，专门在上海

组织了一次专场演唱会，赞助这位黑人歌唱

家到上海来为遇难者家属演唱，传递异国的

爱与情义。911 是美国人的痛，也是中国人的

痛，感同身受、世界是一家。”这样一个故事，

平复了 ZSP 员工的震惊心情，也打动了很多

人。

接下来，戴伟民通过一场“乒乓球赛”；

一件“6~8 个月内中方把芯片做的比 LSI 更小、

更好成绩的事实”；一次“泛舟黄浦江，让

ZSP 工程师感受上海高科技的旅游”，让双

方都看清彼此的长处，认可对方比自己更强

的一面。

几个月下来，ZSP 核心团队已经完全认同

芯原的技术和理念，这些平均拥有 20 多年芯

片设计经验的工程师，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之后还为芯原带来了许多国际订单。

不忘初心的“芯原桥”
芯原的企业文化有着浓厚的人文精神，

关注员工的职业发展，对表现突出的员工破

格提拔；每年的新春年会上，芯原不仅邀请

戴伟民也将教学
严谨守信的学术
性格、重视人才
和情义无价的态
度带到了芯原公
司的企业文化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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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精神，关注员工的职业发展，对表现突出

的员工进行破格提拔；关心员工的生活，公

司安排丰盛的早饭鼓励员工避开交通高峰时

间到岗来代替强制性打卡考勤；每年的新春

年会上，芯原不仅邀请艺术大师带来精彩演

出，还组织员工子女表演才艺，尽显快乐童真。

即使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面前，戴伟民坚持

不辞退一名员工，许多员工都一直记挂着公

司当时的这一举动，一直留在芯原陪公司一

起成长。 

戴伟民非常喜爱音乐，在与艺术家朋友们

的交流中常常碰撞出灵感。2014 年上海 FD-

SOI 论坛召开时，正值中法建交 50 周年，芯

原主办了“芯原之夜–中法音画交响音乐会”，

由法国知名画家吉拉尔德·艾科诺莫斯，上

海著名的旅法钢琴家宋思衡和上海著名旅美

女高音歌唱家王作欣，携手上海歌剧院交响

乐团，完美实现了音乐与绘画，高科技与艺

术的完美结合，这也是为设计行业收获灵感

奉献的最好礼物。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刚到张江创业时，

条件还比较艰苦。戴伟明至今还记得公司那

幢小白楼电线拉出来的样子，小白楼门前有

座桥，他们就在桥旁放了一块大圆石，刻上“芯

原桥”三个字。芯原桥寓意着，它是连接集

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的桥梁；是连接中国与世

界 IC 技术的桥梁；还是连接中国芯实现中国

梦的桥梁。 

从在上海崇明岛农场种菜的士兵，到恢

复高考后考入上海交大应用物理系改变命运；

从改革开放第一批出国留学，在异国他乡奋

斗，成为美国伯克利大学工程院的院长葛守

仁教授的博士生，进而成为伯克利大学的终

身教授，到心怀梦想回国创业，以期实现中

国芯、中国梦的企业家。戴伟民的人生就是

中国科创板创业者们群像的一个缩影。 

Fair（公平）、Care（关爱）、Share（共享）、

Cheer（快乐）等方面，还体现在国际并购与

管理中。芯原收购美国德州 LSI 的 ZSP 部门

就是一例经典案例。 

在收购过程中，戴伟民曾被质疑能否留

住原始团队，而团队是 ZSP 除知识产权以外

最重要的资产，美国工程师能否认可一家中

国公司呢？戴伟民也考虑过收购对 ZSP 员工

可能带来的冲击，当他向这些员工宣布并购

消息时，员工的惊讶反应无异于见到了“天

外来客”。 

戴伟民明白，他这个新老板第一次演讲

不能讲技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尊重中国技

术。“第一次讲话非常重要，我讲起了 911 时，

上海的一对夫妇也搭乘了那个航班到美国看

儿子，不幸遇难。有一位美国德州的黑人歌

唱家深受感染，作了一首曲子献给这对患难

夫妇。我了解后十分感动，专门在上海组织

了一次专场演唱会，赞助这位黑人歌唱家到

上海来为遇难者家属演唱，传递异国的爱与

情义。911 是美国人的痛，也是中国人的痛，

感同身受、世界是一家。”这样一个故事，

平复了 ZSP 员工的心，也打动了很多人。 

接下来，戴伟民通过一场“乒乓球赛”，

一件“6~8 个月内中方把芯片做的比 LSI 更小、

更好成绩的事实”，一次“泛舟黄浦江，让

ZSP 工程师感受上海高科技的旅游”，让双

方都看清彼此的长处，认可对方比自己更强

的一面。 

几个月下来，ZSP 核心团队已经完全认

同芯原的技术和理念，这些平均拥有 20 多年

芯片设计经验的工程师被留下来，之后还为

芯原带来了许多国际订单。 

不忘初心的“芯原桥” 
芯原的企业文化基因中有非常浓厚的人

戴伟民也将教学
严谨守信的学术
性格、重视人才
和情义无价的态
度带到了芯原公
司的企业文化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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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大师带来精彩演出，还组织员工子女表

演才艺，尽显快乐童真。即使在 2008 年的金

融危机时，戴伟民也坚持不辞退一名员工，

这样的处理方式被许多员工记挂，一直留在

芯原陪公司一起成长。

戴伟民非常喜爱音乐，2014 年上海 FD-

SOI 论坛期间，正值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际，

芯原主办了“芯原之夜—中法音画交响音乐

会”，由法国知名画家吉拉尔德·艾科诺莫

斯，上海著名的旅法钢琴家宋思衡和上海著

名旅美女高音歌唱家王作欣，携手上海歌剧

院交响乐团，为现场 1600 名观众呈现了一场

视听盛宴。科技创新与艺术创作都需要灵感，

二者的碰撞与交汇，为设计行业奉上一场收

获启迪的最好礼物。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刚到张江创业时，

条件还比较艰苦。戴伟明至今还记得公司那

幢小白楼电线拉出来的样子，小白楼门前有

座桥，他们就在桥旁放了一块大圆石，刻上“芯

原桥”三个字。芯原桥寓意着，它是连接集

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的桥梁；是连接中国与世

界 IC 技术的桥梁；还是连接中国芯实现中国

梦的桥梁。 

从改革开放第一批出国留学，在异国他

乡奋斗，成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

学院院长葛守仁教授的博士生，进而成为伯

克利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终身教授，到心怀

梦想回国创业，以期实现中国芯、中国梦的

企业家。戴伟民的人生就是中国科创板创业

者们群像的一个缩影。 

在收购过程中，戴伟民曾被质疑能否留住

原始团队，而团队是 ZSP 除知识产权以外最

重要的资产，美国工程师能否认可一家中国

公司呢？戴伟民也考虑过这次收购对 ZSP 员

工可能的冲击，当他向这些员工宣布并购消

息时，员工的惊讶反应无异于见到了“天外

来客”。

戴伟民明白，他这个新老板第一次演讲不

能讲技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尊重“中国技

术”。“第一次讲话非常重要，我讲起了 911

时，上海的一对夫妇也搭乘了那个航班到美

国看儿子，不幸遇难。有一位美国德州的黑

人歌唱家深受感染，作了一首曲子献给这对

患难夫妇。我了解后十分感动，专门在上海

组织了一次专场演唱会，赞助这位黑人歌唱

家到上海来为遇难者家属演唱，传递异国的

爱与情义。911 是美国人的痛，也是中国人的

痛，感同身受、世界是一家。”这样一个故事，

平复了 ZSP 员工的震惊心情，也打动了很多

人。

接下来，戴伟民通过一场“乒乓球赛”；

一件“6~8 个月内中方把芯片做的比 LSI 更小、

更好成绩的事实”；一次“泛舟黄浦江，让

ZSP 工程师感受上海高科技的旅游”，让双

方都看清彼此的长处，认可对方比自己更强

的一面。

几个月下来，ZSP 核心团队已经完全认同

芯原的技术和理念，这些平均拥有 20 多年芯

片设计经验的工程师，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之后还为芯原带来了许多国际订单。

不忘初心的“芯原桥”
芯原的企业文化有着浓厚的人文精神，

关注员工的职业发展，对表现突出的员工破

格提拔；每年的新春年会上，芯原不仅邀请

戴伟民也将教学
严谨守信的学术
性格、重视人才
和情义无价的态
度带到了芯原公
司的企业文化之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