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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版·光伏电站抢装引发质量担忧
随着我国光伏装机量的迅猛提升，光伏电站的质量问题不断出

现，超大规模的光伏电站即将建成，其25年的质保期能否实现？

10 版·中国POWER生态能成气候？
IBM开放POWER芯技术，中晟宏芯牵头研发，同时中国成立

POWER技术联盟，国产芯希望系于POWER生态系。

5~8 版·2014年中国空调产业年会特刊
今年空调市场先扬后抑，价格战重新开打，不过推动市场持续增

长的因素依然存在，新的机遇也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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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POWER技术产业

生态联盟成立

国产手机均价提升背后的喜与忧

珞彤

评论

张鹏摄

手机手机APPAPP，，怎么管怎么管？？

在市场份额上全面逆袭国际
大品牌之后，国产手机在产品均价
上也传来捷报。市场调研机构赛
诺咨询最新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
国产手机平均价格正在上升，由去
年年初的879元上升至今年9月的
916元，其中华为表现尤为突出，手
机均价较去年年初已经提高400
元左右。同时，苹果和三星的手机
均价持续下降，苹果由于低端
iPhone 4S产品的销量占比较大，
均价下跌超过1000元；三星高端
机型销售不佳，均价较去年年初也
下降了近200元。据另一家市场
调研机构GfK的市场监测数据，在
2000元~2500元的价位段中，vivo
和OPPO两品牌的市场占比已逼
近三星和苹果，而在2500元~3000

元的价位段中，OPPO和华为两品牌
的市场占比甚至已超过苹果和三星。

对一款手机而言，产品价格所
反映的已不仅仅是其价值，更包含
着以品牌为核心要素的附加值。国
产手机均价开始走高是国产手机品
牌力有所提升的重要体现。此次国
产手机均价提升的背后，也折射出
国内厂商在提升品牌溢价能力上的
小喜和大忧。

喜的是，以华为为代表的国产
品牌经过近一两年的努力，在品牌
建设上已初显成效，凭借近来的
Ascend 系列产品逐步走入高端市
场，并获得消费者认可。而 vivo、
OPPO两大品牌则在最初的产品定
位时就瞄准中高端市场，经过多年
的积累已经形成较为稳固的品牌形
象。这也是其能够在 3000 元以上
价位段占据 10%以上份额的关键。

但忧的是，从整体来看，国产手机
均价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1 个月
整体上升不足 40 元，大部分品牌
依旧在1000元以下的市场中拼抢
和较量。而在 3500 元以上，甚至
是 5000 元以上的市场中鲜有成
绩。即便是中兴、酷派、联想这 3
家国产手机的巨头，其产品均价也
还在700元左右徘徊。

这样来看，国产手机均价的微
提升恐怕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往小
了说，没有品牌溢价能力作为支撑
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利润缺失。在
智能手机基本普及、产品同质化严
重的当下，手机市场竞争已经非常
充分，马太效应将愈加显现，手机厂
商要么赚得盆满钵盈，要么赔本也
赚不来吆喝，未来两极分化可能愈
演愈烈，没有品牌竞争力的企业恐
怕要在新一轮洗牌中消失。往大了

说，没有利润保证的产业就没有创
新可言，这直接影响企业对新产品
和新技术的研发与再投入，进而影
响中国手机品牌在和国际品牌同台
竞技当中后劲不足。

总体而言，国产手机厂商在品
牌建设上还存在3大问题：一是缺
乏核心技术，导致行业话语权旁
落，处于供应链劣势；二是产品同
质化严重，缺乏差异化设计，深陷
激烈的竞争，不断放弃利润；三是
品牌建设非一日之功，难以短期见
成效。因此，即便目前一线国产手
机品牌无一例外在加强品牌建设，
由机海战术向精品路线过渡，从低
端市场向中高端市场布局，但效果
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此次国产
手机均价走高虽然不是偶然，但也
还只是一个微改变，提升国产手机
品牌整体竞争力依旧任重道远。

近日，有消息传国家将出台

APP 管理办法，依法治理互联网。

现在手机 APP 发展很快，市场繁

荣的同时也滋生了隐私被窃取、资

金盗用风险增大等普遍现象。由政

府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规范，可有

效促进移动互联网企业和产业的发

展。但关键是，管理办法如何才能

有效、高效？是一出台就会被“拍

砖”还是心悦诚服地接受？

传统软件管理办法失效

移动互联网难治理，难就难在

移动 APP 难治理，应用程序商店

中恶意软件和病毒日益增多、内容

侵权与山寨应用频现、刷排名滋生

恶意竞争、用户隐私保护漏洞频出

等问题日趋明显。

数据表明，现在我国约有 200

家移动应用商店，2013年移动互联

网应用市场规模超过1000亿元，仅

次于美国。但同时，Android平台上

的恶意软件和高危软件数量惊人，

根据百度发布的《第三季度移动安

全报告》显示，截至季度末，恶意

软件和高危软件的总数已经突破了

200万个。

赛迪智库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所

所长安晖认为，APP应用软件的发

展带来了新的管理难题，这些难题

都与其安全性紧密相关。

一是 APP 应用软件的数量众

多，开发周期较短且软件版本更新

频率较快，传统的《软件产品管理

办法》中实行的软件产品登记和备

案制度中管理流程根本无法满足此

类软件的管理需求。

(下转第3版)

本报记者 闵杰

本报讯 记者李佳师报道：10

月28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

下，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苏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的 支 持 下 ，“中 国

POWER技术产业生态联盟成立暨

合作推进会议”在苏州召开。400余

名来自中国领军科技企业的嘉宾齐

聚苏州，共议如何充分利用 POW-

ER 先进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再创

新，建立完善的产业生态，提升我国

芯片、服务器和软件的技术水平。工

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江苏

省副省长史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苏州市市长周乃翔、IBM 大中华区

董事长及首席执行总裁钱大群与

IBM OpenPOWER 联 盟 总 经 理

Ken King致辞。江苏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主任徐一平主持会议。会

议宣布成立“中国 POWER 技术产

业生态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并

围绕 POWER 产业生态建设达成

一系列合作意向及协议。

杨学山在讲话中指出，IBM

与中国开展 POWER 技术合作，

对于进一步发展 POWER 技术、

提升中国信息产业创新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也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和两

国企业的利益。成立生态联盟，一

方面，要推动中国企业在消化吸收

基础上构造新的架构和模块，实现

再 创 新 ； 另 一 方 面 ， 要 构 建

POWER技术生态链，实现技术创

新和技术-产品-应用的良性循

环。他希望联盟坚持以企业间合作

共赢为基础，凝聚全国各方面的力

量开展协作创新，政府将根据联盟

发展的需求，为企业和生态链建设

提供支持和服务。

史和平表示，成立中国 POW-

ER 技术产业生态联盟，集中力量

研发高端CPU技术，对促进信息产

业健康发展，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江苏信息产业始终保

持良好发展势头，信息化迅速推进，

为构建 POWER 技术生态链提供

了坚实基础。 (下转第3版)

本报讯 记者陈炳欣报道：

10月28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半导

体博览会暨高峰论坛召开。本届高

峰论坛以“应用驱动，快速发展”为

主题，深入探讨了如何加快推进我

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

司长刁石京以“加紧落实《国家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推动产业

跨越发展”为题的演讲中指出，《推

进纲要》与18号文件、4号文件内容

一脉相承，但重点增加了 3 个主要

内容，有 3 个亮点。一是加强组织

领导，成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领导小组。二是设立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基金。三是将加大金融支

持力度。未来将引导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基金加快实施，推动国家

基金与地方性基金协同配合。加紧

18号文件与4号文件相关细则的出

台，进一步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加

强与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的合

作。统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财政

资金渠道，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各环

节重点项目和重点工程的实施。在

市场推广与市场推广应用、人才培

养和引进、标准和知识产权标准合

作等方面与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

力，共同推进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

设计分会理事长魏少军指出，《推进纲

要》给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难得的发

展机遇，企业是产业的主体，企业的参

与是《推进纲要》目标实现的基础。

在高峰论坛召开的同时，第十

二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第 84

届中国电子展、2014上海亚洲电子

展等同期召开。超过 1300 多家企

业参展，6 万多名买家和专业观众

参展。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半导体

博览会暨高峰论坛召开

本报讯 日前，2014 年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现场交

流会 （第二场） 在徐州召开。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出席会议

并讲话。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安筱

鹏、江苏省经信委主任徐一平以及

部相关司局、部分省市工信主管部

门相关工作负责人，贯标试点企业

代表参加了会议。

杨学山在讲话中对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贯标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

是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要认识到推进两化融合是党中央、

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贯标工作是工信部的重点

工作；二是进一步明确贯标工作的

目标和目的，高质高效推动502家

试点企业贯标达标，并将贯标工作

作为两化融合的抓手，通过贯标明

确企业两化融合的重点和方向；三

是要扎实工作，务求实效，明确贯

标工作中政府、企业、服务机构三

大主体的任务与职责，尤其强调企

业的主体地位，并切实建立两化融

合思维，创新工作方式。

安筱鹏深入分析了当前两化

深度融合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详

细介绍了管理体系贯标工作的进展

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和具体工

作要求。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联合工

作组专家介绍了贯标工作要点和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平台的相关

功能。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吴忠

仪表有限责任公司、波斯登羽绒服

装有限公司等4家试点企业，南京

慧德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东方易初标准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中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3家贯标

咨询服务机构就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贯标工作经验和主要做法作了深入

分享和交流。 （耀 文）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

试点企业交流经验

苗圩出席首次中韩产业

合作部级对话

本报讯 10 月 28 日，工业和

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首尔会见了韩

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尹相直，并

与其共同出席了首次中韩产业合作

部级对话。

苗圩在讲话中强调，高新产业

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中韩两国是亚太地区重

要的产业大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

段，都在大力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

发展，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产业合

作潜力巨大。希望双方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进一步加强两国主管部门

之间的交流，促进两国相关企业之

间的合作。

对话中，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

信息司丁文武司长、节能与综合利

用司高云虎司长、装备工业司瞿国

春副巡视员、原材料工业司常国武

处长分别就平板显示、汽车、节

能、新材料等产业合作议题做专题

发言，在与韩产业通商资源部有关

官员进行交流讨论的基础上，就下

一步合作方向达成了广泛共识。部

国际合作司屠森林司长、科技司陈

因司长和我国驻韩使馆富贵参赞等

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后，苗圩部长和尹相直部长

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双方商定将

于明年在我国举行两部间“第二次

中韩产业合作部级对话”。

（布 轩）

本报讯 10月30日下午，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首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有关情况，并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首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将于 11 月 19～21 日在中国

浙江乌镇举办。这是中国举办的规

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互联网大会，也

是世界互联网领域盛况空前的会

议。本次大会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由浙江省网信办、浙江省经信委、桐

乡市政府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联合承办。

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目的，

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有

两方面的内涵：一是为中国与世界

互联互通搭建国际平台，二是为国

际互联网共享共治搭建中国平台，

让全世界互联网巨头在这个平台上

交流思想、探索规律、凝聚共识，让

互联网成为人类的阿里巴巴宝库。

本届大会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

点：一是第一次由中国举办世界互联

网盛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拥有最多网民，占世界网民的1/

5，理应为世界搭建一个具有广泛代

表性的开放平台。大会设置了8大

板块、13个分论坛，涵盖网络空间各

领域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二是第

一次汇集全球网络界领军人物共商

发展大计。与会嘉宾代表来自全世

界近100个国家和地区，1000余人，

既有国际政要，也有领军人物。三是

第一次全景展示中国互联网发展理

念和成果。大会将举办中国互联网

发展主题展览，全面阐释中国互联网

的发展理念，全景展现中国互联网的

发展成果，全方位展示中国网络企业

的发展成就。四是第一次以千年古

镇命名世界网络峰会。 （文 编）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将在浙江乌镇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