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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面推进IPv6在

LTE网络中部署应用

院士中原行座谈会

在郑州召开

8版·量子点技术升温 液晶再战OLED
面板大厂热衷量子点技术研发，倘若克服现有瓶颈，那么OLED将

再次受到液晶显示技术的巨大挑战。

6 版·四川长虹求规模？求转型？
转让等离子业务，收购零八一集团，强化智能平台建设，是长虹

整合优良资产、推进智能化战略的重要举措。

3 版·2025年中国制造业进入世界第二方阵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在报告中深入阐述了我国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必要性、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路径等热点问题。

依法行政 转变职能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10 月 31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河南、河北、

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陕西9省 （区） 共同主办的“2014

中国 （郑州） 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

开幕式暨产业转移系列合作签约仪式在

河南郑州举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苗

圩，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瞻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

宏任出席了开幕式。

苗 圩 在 致 辞 中 指 出 ， 2014 中 国

（郑州） 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是一次

产业转移的推进会，也是一次区域合作

的高峰会，更是一次政、产、学、研、

用各方的交流会。他说，当前我国经济

已经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合作，已经成为我们适应 新 形

势、开创新模式、培育新动力、塑造

新优势的关键所在和紧迫任务。引导

和推进产业转移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

要途径，也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必

然要求。

苗圩强调，为推动产业有序转移，

工业和信息化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

践。一方面有效规范，防止落后和过剩

产能转移；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支持各

地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进行项目互换、园

区共建、资源共享、利益共赢，形成特

色鲜明、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同

时，积极支持不同地区之间组织产业转

移活动，搭建产业转移平台，及时总结发

现有效的产业转移合作模式，推广示范。

苗圩表示，本次活动的9个共同主

办省区，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但禀赋

各异，优势不同，有着很好的合作条件

和基础。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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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作为2014中国（郑州）产

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中综合活动之一，“院士中原行”

近日在河南举行。10月 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工程院院士和河南省政府在郑州共同主办了院士中

原行座谈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出席

并作重要讲话。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河南省省长

谢伏瞻等嘉宾出席会议，会议由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郭

洪昌主持。

朱宏任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工业化中期向工

业化后期过渡、由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

重要时期。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形势错综复杂、国内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转型升级任务艰巨的新的历史阶

段，实现上述两个过渡，面临很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

来自于创新驱动力不足。其原因一方面是技术创新能

力本身不足，另一方面是技术不能有效地应用于生产

实践，不能形成生产力和经济驱动力。第二个挑战来

自于“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

到，创新是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工业化进程、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出路和最终驱动力，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朱宏任强调，当前院士、专家也肩负着伟大的历史

使命。近年，以信息通信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

料和人工智能等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汹

涌。以新一轮技术革命为基础，颠覆传统生产方式、组

织形式和商业模式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也正在悄然发

生。无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德国工业 4.0”，都

描绘了新一轮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发展潜力。中国

错失了过去产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会，并为此付出了

沉重代价。要想把握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展机会，就

必须依靠广大院士、专家队伍，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领

先优势，并形成产业竞争优势。 （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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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2日上午，工业和信

息化部召开传达十八届四中全会和十八

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精神干部大会。

会上，部党组书记、部长苗圩同志传达

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部党组成员、

驻部纪检组组长金书波同志传达了十八

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精神。会议由部

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苏波同志主持。部

党组成员、总师，退出领导岗位的部领

导，部机关副处以上干部，在京直属单

位和部属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共500人参

加了会议。

会议认为，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中央政治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

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战

略定力，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各项工

作、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打开新局面，深

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和

衷心爱戴。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

总体目标、五大原则、主要任务，为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

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是指导新

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

件。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四次会议对纪检

监察系统落实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动员

部署，大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深入开展，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学习好、贯彻好、落实

好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工业和

信息化部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必须不

折不扣扎实抓好落实。会上对落实全会

精神提出了五项要求。

第一，要深刻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

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尤其要看

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

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解决制约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的种种问题，克服部门保护

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市场秩序、保

护知识产权、化解产能过剩、打击假冒伪

劣产品、保护生态环境等，都需要密织法

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自工业和信息化

部成立以来，对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法治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

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目标要求相比、与

人民群众期待相比、与工业和信息化改

革发展实际需要相比，还存在许多不适

应、不符合的问题。 （下转第6版）

工信部传达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于近日联合发布《关

于全面推进IPv6在LTE网络中部署应用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把握 LTE 网络建设契机，全

面推进 IPv6 在 LTE 网络中的部署和应用，加快基于

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建设。

《意见》的总体思路是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推动相

结合的原则，以推进IPv6在LTE网络中的部署和应用

为出发点，以强化 LTE 移动终端支持 IPv6、带动移动

互联网应用和信源支持 IPv6 为主攻方向，启动“中国

LTEv6 工程”，推动产业链打通 LTE 网络中 IPv6 端到

端应用的各环节，在发展模式、推进机制、技术方案、产

业支持和政策配套等方面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进一步提升宽带网络基础设施的水平。

《意见》明确了引导目标：一是新建LTE网络全面

支持并开启IPv6，LTE语音解决方案全面使用IPv6，推

动 CDN（内容分发网络）支持移动 IPv6 业务，提升

IPv6 业务访问的服务质量。二是提升国产 LTE 基带

芯片、自主操作系统和移动终端支持 IPv6 的能力，推

动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国产手机品牌全面支持

IPv6。三是推动国内用户使用量大、覆盖面广的典型

移动互联网应用支持 IPv6，到 2016 年末，下载量超过

50万的IPv6移动互联网应用达到50款以上，基于IPv6

的业务创新能力显著提升，IPv6信源不断丰富。四是

到2016年末，通过LTE网络建设带动发展3000万以上

IPv6 用户，率先实现 IPv6 在移动互联网中的规模应

用，并促进固定互联网对IPv6的支持。

《意见》中指出重点任务有：一是加强网络和应用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IPv6 业务承载能力；二是推进应

用创新发展，丰富 IPv6 应用信源；三是完善产业配套

支撑，提升IPv6发展能力；四是加强产业协同配合，确

保IPv6用户体验。 （布 轩）

敬告读者：因APEC会议期间放假，本报11
月7日、11月11日停刊。 中国电子报编辑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新中国法
治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全会审议通过
的《决定》是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将为工业和信息化的创新发
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为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建设
制造业强国提供有力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加强工业和
信息化领域法治建设和提高依法行政水
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自今年以来，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
工业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呈现了缓中趋
稳、稳中有进的运行态势，前三季度，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5%。但当
前工业增速仍然面对较大的下行压力，
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投资
增速持续放缓，企业成本和资金压力仍

未缓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不足，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倒
逼我国工业必须进入创新驱动、集约
高效、绿色低碳、智能发展的新阶
段。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亟待探索一套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法治经济相契
合的行业管理模式，落实 《决定》 部
署要求，在法治轨道上加强和改善行
业管理，开创新型工业化事业发展新
局面。

第一，要加快推进立法项目。现
有的法律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互联网和
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要求，网络信
息安全、频率资源紧张等新问题不断
出现。 （下转第3版）

本报讯 记者闵杰、李建发报道：10

月 3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 2014

年第三季度我国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新

闻发布会。

记者获悉，自今年以来，工业通信业

运行表现出五大特点：

一是工业经济运行基本平稳。前

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其中制造业增长9.6%。分行业看，

电子制造业增长11.9%，装备制造业增长

10.8%，消费品工业、原材料工业分别增长

8.5%和8.4%。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

比增长7.9%，其中制造业利润增长12%。

在41个工业大类中，有23个大类行业主

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同比提高或持平。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呈现积极变化。

工业内部结构有所优化，前三季度装备

制造业、消费品工业、电子制造业在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同比分别提

高 0.4 个、0.7 个和 0.5 个百分点，原材料

工业下降 0.8 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

业加快发展，“核高基”、新一代宽带无线

移动通信网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进展顺

利，物联网的应用领域逐步扩大，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继续快于整体工业。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技术改造

投资增长高于工业投资增速。化解产能

严重过剩矛盾取得积极进展，企业兼并

重组数量大幅增加,“十二五”淘汰落后

产能任务有望提前一年于今年完成。组

织实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城市试点、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清洁生产水平提升、电

机能效提升等工作，工业节能减排取得

积极进展。

三是支持工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效应

进一步显现。积极推广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示范试点，落实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推进纲要，集成电路行业得到加速发

展，产业链不断完善。推动落实中央关

于小型微型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范

围、实施定向降准支持小型微型企业等

政策，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力度进

一步加大。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涉

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工作的要求，

全国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目录清单将于近期公布，各地区目录清

单将于年底前公布。

四是信息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加快。

首批39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

名单已经正式公布。在宽带中国战略的

推动下，移动通信投资快速增长。前三

季度，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2246 亿元，同比增长 8.1%。截至 9

月底，全国移动通信基站 316万个，增长

36.7%，其中 LTE 基站达到 70 万个;累计

光纤光缆线路长度 1953 万公里，增长

18%;光纤接入用户数达到 6006 万户，占

宽带接入用户的30.1%。

五是信息消费带动效应凸显。前三

季度，信息消费规模达到 1.9 万亿元，同

比增长 18%。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业

务收入 8865亿元，增长 5.6%。增值电信

企 业 完 成 业 务 收 入 2265 亿 元 ，增 长

21.2%。截至 9 月底，全国移动宽带用户

累 计 5.25 亿 户 ，在 移 动 电 话 中 占 比

41.3%，其中 4G 用户达到 4306 万户。前

三季度，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超过8.7万亿

元 ，增 长 23% ，其 中 网 络 零 售 额 增 长

39.3%。软件业务收入累计 26815 亿元，

同比增长 20.6%;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机

内销分别占手机和电视机内销量的 89%

和57%，同比提高7个和12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工业通信业运行呈现五大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