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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全球信息技术

主管大会在西安召开

张鹏张鹏摄摄

新能源汽车如何“弯道超车”

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

博览会明年4月举办
本报承办主论坛及创新奖评选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11月10日～12日，2014全球信

息技术主管大会在西安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

出席并致辞。

杨学山表示，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

合，正在推动经济社会走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他强调，

信息技术广泛的应用是推进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而CIO正

是这种力量的代表。CIO应该看到肩上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推

动社会向全新方向发展的角色，把握住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

真正使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融合起来，用融合的思维去思考所

承担的工作。

据介绍，本次大会由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IFIP）主办，中

国电子学会、中国首席信息官联盟等单位联合承办。大会以

“全球信息技术变革的新机遇”和“创新发展与信息技术主

管使命”为主题，就智能制造与新型工业化、物联网与智慧

城市、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云计算与移动互联、大数据、

信息安全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分析。共有来自全球 20

多个国家信息技术相关领域的 1000多位领军人物参与了此

次盛会。

中国首席信息官联盟开展了 2014 年全国优秀首席信息

官评选表彰活动。最终经由全国31个省市工信厅、经信委，14

个行业协会或联合会，中国首席信息官联盟的发起单位共同

推荐，由专家评审组评审评选出了 100名百佳首席信息官和

500名优秀首席信息官。

一年一度的高交会即将华丽登场，

工业和信息化部作为高交会主办单位之

一，今年将专设“新能源汽车及车联网

专题馆”，围绕“绿色智能，畅行中

国”主题，汇集产业龙头企业，展示新

能源汽车整车、关键零部件和基础设施

以及车联网技术和应用。

对于新能源汽车，老百姓已不再陌

生，发展新能源汽车已成为解决空气污

染问题的重要“药方”之一。近日，工

信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京津冀公交

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方

案》 明确指出，2014 年至 2015 年，在

京津冀地区公共交通服务领域共推广

20222辆新能源汽车。

不仅仅是应对空气污染问题，环顾

整个全球汽车业，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

已成为有效缓解能源和环境压力，加快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和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新能

源汽车将成为全球汽车工业可持续发展

的一条必由之路。”工业和信息化部部

长苗圩这样强调。

（下转第2版）

近日，特别火的特斯拉汽车被
中国黑客现场攻破，黑客利用发现
的车载系统漏洞，远程操纵特斯拉
汽车行驶或开关鸣笛等。特斯拉
是新能源汽车与智能汽车融合的
最成功的代表，它出现了安全漏
洞，自然也会连带着其他致力于发
展新型汽车的厂商们的担忧：连特
斯拉都有安全问题，那我们该如何
将智能因素融入传统汽车而不出
现大问题？

其实，想将智能因素融入汽车
的，不止特斯拉这个汽车界的后来
者，还有互联网公司。他们在持续
地撼动大众、丰田、宝马等传统汽
车厂商的地位，试图用互联网模式
来颠覆又一个传统行业。国外的

代表是苹果和谷歌，国内代表是阿里巴
巴和百度。阿里巴巴是希望通过其自主
研发的操作系统来切入汽车领域，做汽
车软件平台。百度是研发无人驾驶汽
车，向谷歌学习。这两家互联网巨头在
零售、传媒等传统领域掀起巨浪，但是在
汽车行业，要想延续他们的颠覆神话，其
实还有很大的难度。

传统汽车厂商会牢牢把住自己在汽
车界的主导地位。车联网的兴起给互联
网公司、通信公司、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等
非汽车界人士带来进入汽车界的机会，
但同时也让汽车厂商看到了车联网的价
值。如果汽车厂商在车里装入成千上万
个采集汽车及其驾驶者数据的传感器，
就可以依此数据分析汽车油耗、车辆耗
损状况、驾驶者行为和驾驶水平等，这些
数据通过运算后反馈给车主，既能给予
车主关于汽车保养维修的建议，也能给

保险公司提供参保的依据。如果更进
一步接入有关车辆周边产品消费的商
家数据、车主个人生活娱乐消费的店
家数据等，那么依此勾画的商业计划
图将有极大的想象空间。另外，车联
网也能给汽车带来更潮、更时尚的元
素，这个元素在中国市场受欢迎的程
度其实让很多国外汽车厂商相当吃
惊。也正是因为如此，众多本土汽车
厂商、国外汽车厂商纷纷投资开发新
潮的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攻克汽车手
机互联的难题，希望以此吸引更多的
年轻消费者，借由科技时尚带动整车
销售。这是眼下传统汽车厂商把住车
联网主导权最直接的原因，毕竟整车
才是他们主要利润的来源。

而互联网公司将很难破解与硬件
打交道的难题。一个好的车载操作系
统应该是和汽车各部件的电子系统相

连，能够交换数据和彼此连接。现实情
况是汽车各部件的电子数据，特别是
汽车底层电子控制系统的数据，互联
网公司是很难拿到的。这些数据掌握
在传统汽车厂商手中，并不轻易开放
出来。传统汽车厂商又分为本土汽车
厂商和国外汽车厂商。要想让国外汽
车厂商，例如宝马、奔驰等品牌厂商将
底层电子系统数据向国内的互联网公
司开放，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这
个国际市场上，早就有了 Windows
NT和黑莓的QNX系统常年经营，这
两家的车载系统无论在稳定性、安全
性还是开发模块的成熟性上，都远胜
于现在还不太成熟的开源操作系统。

事实上，汽车市场比手机市场情
况复杂了很多，BAT到目前为止在手
机上屡战屡败，那么在汽车市场，他
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本报讯 记者李建发报道：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

子信息司、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软

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 （CSIP） 主办的 2014中国集成电路

产业促进大会在武汉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出

席大会并致辞。

杨学山在致辞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集成电

路产业。今年6月24日正式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推进纲要》。该纲要是今后若干年内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纲

领性文件，与以往产业政策相比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把领

导重视通过组织形式保障。二是根据集成电路产业高强度投

资建设的需要，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基金。三是对全

产业链进行规划和部署，促使集成电路产业可持续发展拥有

良好的基础和环境。2014 年 1～9 月，我国集成电路全行业

实现销售收入 2126 亿元，同比增长 17.2%。其中，设计业

销售收入 747 亿元，同比增长 30%。这表明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决策部署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呈现良好的发展

和增长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实现跨越发展。

本届大会以“推动整机与芯片联动，打造集成电路大产

业链”为主题，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代表等500多人围绕会议

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11月 1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

深圳市人民政府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定于2015年4月9~

11日在深圳会展中心共同举办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中国电子信息博览

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安筱鹏出席发布会并介绍了筹备举办

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的总体情况；深圳市经济贸易和

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副

主任贾兴东介绍了展馆的总体安排和深圳市的办展环境。发

布会由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雯海主持。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CITE）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

行业综合性展览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和深圳市政府共同主办，

由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和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共同承办，

博览会的目标定位为：力争办成“行业领先、亚洲第一、世界一

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子信息产业年度盛会。（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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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汽车产业正在面临新的产业变

革，新能源及智能化成为汽车产业重要

转型升级方向。一方面，世界汽车强国

均将新能源汽车定位为国家战略，加快

推进以动力电池为核心的新能源汽车产

业；另一方面，以车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汽

车智能化的趋势日益显现，将提高汽车

综合信息服务水平及汽车安全与经济性

能，全面提升城市交通智能化和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极有可能重塑汽车及相关

产业。我国将新能源汽车作为加快汽车

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

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举措，同

时，加快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

将车联网作为物联网产业的重要切入

点，给予了重点关注和政策扶持。

一、我国新能源汽车和车联网产业
发展趋势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能源汽

车发展。2009 年，国务院出台了《汽

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首次提出了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划目标和推广措

施，对改变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方向和

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12

年，国务院发布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明确

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目标和

主要任务，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的纲领性文件；2014 年，国务院印

发了《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的指导意见》，部署以纯电驱动为新能

源汽车发展的主要战略取向，重点发

展纯电动汽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

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以市场

主导和政府扶持相结合，促进新能源

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在国务院的

领导下，有关部门积极推动，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取得初步

成效。新能源汽车产业增长态势明

显，带动了全产业链的快速发展，形成

了新能源汽车产业“三纵三横”的矩阵

式产业化研发布局，掌握了面向大规

模商业化需求的动力电池、车用电机

等核心技术。

车联网作为物联网与智能汽车、智

能交通的深度集成应用，推动汽车工业

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实现业务创新。近

年来，车联网正从提供导航和信息娱乐

服务向全面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和交通

效率转变，带来了信息通信业、汽车制

造业、交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与创新，

并将极大改变汽车产品形态和生产方

式，为我国发挥后发优势，推动汽车产

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

二、新能源汽车和车联网发展带
来重大机遇

全球汽车技术呈现出汽车燃料驱

动多元化、车身轻量化、整车技术智能化

和联网化的发展趋势。在这样一个全球

技术大变革的环境下，中国汽车产业发

展面临着重大机遇。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有利于提高国

产品牌汽车技术含量，增强我国汽车产

业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拓展汽车市场

空间，减少污染排放，创建生态文明社

会。当前，我国汽车工业进入了平稳较

快发展阶段，为我国新能源汽车提供了

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满足用户需求而言，车联网发展已

使用户需求从过去的单一关注车辆硬件

条件向关注车内可提供的即时资讯、交通

流量、行驶状态等功能信息和交通信息逐

步转变。从业务产品供给而言，车联网不

仅带来了实时道路信息系统、车辆防碰系

统等应用，还将使孤立的汽车智能化产品

向联网智能产品升级。 （下转第2版）

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及车联网创新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毛伟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