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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炳欣

不能轻言半导体并购
过热过度

本报记者 刘静

VR/AR国家及行业标准

面向全国公开征集

本报讯 记者丹璐报道：5月6

日，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和

新华网联合举办虚拟现实和增强现

实国家及行业标准征集发布会暨新

华网 VR/AR频道上线仪式。工信

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莫玮，新华

社副社长刘思扬出席活动并致辞，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乔跃山、

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陈英

等出席仪式。

莫玮在致辞中表示，当前，新一

代信息技术已步入加速成长期，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等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

泛应用，正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虚拟/增

强现实技术更是集新一代信息技术

之大成，而被公认为信息技术发展

的下一个“风口”，是未来众多经济

社会创新应用的基础平台，也是新

一轮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竞争的

战略制高点。信息产业作为我国基

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创新活

跃，带动性强，渗透性广，是经济增

长的“倍增器”，发展方式的“转换

器”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当前，

我国正在实践《中国制造 2025》，推

动两化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智能制

造，建设制造强国，这离不开信息技

术与产业的有利支撑。贯彻落实

“互联网+”行动计划，构建以互联

网为基础的产业新体系，也需要加

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跨界融合和

深度应用。

莫玮指出，经过多年的发展，我

国信息产业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应

用优势，为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

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但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关键器件依赖进口，集

成服务能力不强，国际先进、安全可

控的产业生态尚未形成。虚拟/增

强现实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与我国

市场规模、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

作为全球最大的虚拟/现实市场之

一，高端市场几乎为国外企业所垄

断。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需

要加强行业指导和产业间的协作，形

成产业创新发展合力。（下转第3版）

本报讯 为做好工业稳增长、

调结构、增效益等重点工作，更加全

面地获取工业运行一手数据信息，

准确把握工业运行态势，有针对地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首次国

家工业运行重点联系城市工作座谈

会于 5 月 6 日在浙江金华召开。工

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出席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

冯飞指出，为进一步做好工业

运行工作，掌握一线企业行业生产

经营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开

展建立国家工业运行重点联系城市

工作。经过省内推荐、专家评选，首

次选取了40个城市，这些城市的工

业经济占全国工业总量的20%，这些

城市都是工业体量大、主导产业特色

鲜明、行业引领作用突出、区域代表

性强的工业大市。开展工业运行重

点联系城市工作，是适应工业经济

增长出现重大阶段性变化的需要，

是积极推进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

益重点工作的需要，是构建中央和

地方有效沟通情况的重要渠道。

冯飞指出，要充分发挥国家工

业运行重点联系城市的作用，强化

上下联动，形成工作合力，扎实做好

重点城市工业运行联系工作。入选

的重点城市要加快建立重点联系城

市的直通车制度，第一时间发现经

济运行中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认

真做好信息上报工作。工业和信息

化部也将通过有关渠道把入选城市

工业情况和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

经验及时上报，并在主流媒体对这

些城市进行推介。

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工业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 40 个重点联

系城市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正

式发布首批国家工业运行重点联系

城市名单，石家庄、重庆、武汉、烟

台、金华等 5 个城市就本地区开展

工业运行监测协调工作进行典型发

言。会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

测协调局局长郑立新主持，浙江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金如，

浙江省金华市市长暨军民、副市长

傅利常，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

监测协调局巡视员高素梅、副局长

黄利斌出席会议。 （耀 文）

我们一起又一次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部分司局主要

负责同志和党组同志谈了认识体

会。我强调几点意见。

一、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以重要
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三年多来，习总

书记围绕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发

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4月19日又

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一经发

表，迅即在全社会产生了强烈反响。

以新发展理念推进网信事业发

展、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是习总书记

座谈会讲话最鲜明的特色。贯彻落

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

大发展理念，是互联网事业健康发

展的必由之路。“在践行新发展理念

上先行一步，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推

动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让互联网更

好造福国家和人民。”这是习总书记

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以五大发展

理念为指引，深刻阐明的新形势下

互联网发展的正确方向、实践路径，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发展提

供了重要遵循。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正在深入进行。习近平总

书记也强调必须牢牢抓住信息革命

带来的重要历史机遇。新形势下，

我国网信事业的发展，面临新的时

代课题：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

背景下，如何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

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为推

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

挥积极作用；在社会利益多样化、社

会思想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如何建

设网络良好生态，使网络空间风清

气正，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如

何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发挥网络

引导舆论、反映民意、凝心聚力的作

用；在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条件

下，如何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依

法开展网络空间治理，共筑网络安

全防线。互联网所提倡的创新、开

放、协作、分享等精神，与五大发展

理念深度契合，破解时代课题，最根

本的是践行新发展理念，努力开创

一个全新的网络时代。

创新驱动是网信事业发展的动

力之源。习总书记强调：“互联网核

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

术要取得突破，关键是要有决心、恒

心、重心。”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我们

必须树立顽强拼搏、刻苦攻关的志气，

把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核心技术研

发，集合精锐力量办大事，在核心技

术上尽快取得突破。牢牢把握互联

网发展主动权，鼓励和支持互联网

企业成为研发主体、创新主体、产业

主体，成为创新驱动的重要生力军。

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总书

记强调：“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

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

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

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

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

得感。”互联网的发展，只有坚持以

人为本、造福于民，才能行稳致远、

基业长青。 （下转第2版）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以新发展理念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苗 圩

2016年5月4日

首次国家工业运行

重点联系城市工作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5月6

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在北京

举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

斌在会上介绍了《关于深化制造业

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有关情况并回

答了记者的提问。

辛国斌表示，制造业是国民经

济的主体，互联网日益成为驱动产

业变革的主导力量，推动制造业与

互联网融合，是深化结构性改革尤

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经

济，加快“中国制造”提质增效升级

的重要举措。我国是制造业大国，

也是互联网大国，推动制造业与互

联网融合，有利于形成叠加效应、聚

合效应、倍增效应，有利于激发“双

创”活力、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有利

于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新旧生产体

系的转换。自今年以来，工业和信

息化部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会

同相关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深化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融合发展

的工作重点和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

施。具体内容如下：

围绕一条主线，即以激发制造

企业创新活力、发展潜力和转型动

力为主线。

打造两个平台，即构建基于互

联网的大型制造企业“双创”平台和

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第三方“双创”服

务平台，营造大中小企业协同共进

的“双创”新生态。

培育三个模式，即支持鼓励制

造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多种形式

的跨界合作、融合发展，积极培育网

络化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型

制造等网络化生产新模式，增强制

造企业创新活力和转型动力。

增强三个能力，即增强支撑制

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基础技

术、解决方案、安全保障等能力，夯

实融合发展基础，激发制造业发展

新动能。

落实七项政策，即在体制机制、

国企改革、财税金融、用地用房、人

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强政策

引导和措施保障。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

同有关部门，务实推进制造业与互

联网融合。

对于国务院制造强国相关文件

之间的关系，辛国斌表示，去年5月

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对

制造强国战略做了一个全面安排和

部署，随后又发布了《积极推进“互

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今年还

将发布《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

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三个文

件，构成了制造强国战略的一个政

策体系。《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

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积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是贯

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建设制造

强国和网络强国的重要举措，是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提

质增效的现实选择。（下转第3版）

辛国斌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
《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情况

“现在有超过115款采用骁龙820

芯片的智能手机已经上市或者正在上

市过程当中。”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

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说到

“115”数字时加重了语气。

孟樸刻意强调“115”这个数字。

确实，对高通来说，这个数字无疑可以

一扫去年骁龙810芯片发热事件的晦

气，扬眉吐气了。

营收持续下滑、股价不断走低、多

次传出被分拆的高通，仿佛终于可以

告别前两年的阴霾，再次步入发展的

良性轨道。但事实是这样吗？

当三星、苹果、华为、小米都已开

始使用自主研发的芯片，华为海思、联

发科、展讯在中高端芯片上紧紧追赶，

刚刚想喘口气的高通并不轻松。

更为重要的是，当下全球智能手

机市场开始萎缩，5G 时代即将到来，

CDMA 等 专 利 已 不 复 当 初 那 么 重

要。前面的路，对高通来说，显得越发

迷雾重重。

（下转第8版）

高通：一家独大地位不稳

当下全球半导体产业领域兼
并重组频发，2015年全年并购总
金额超过 1200 亿美元。中国企
业（或者资本）也积极参与到这一
进程之中，出现了清芯华创16亿
美元收购美国豪威、武岳峰资本
收购芯成半导体、长电科技收购
星科晶朋、紫光集团入资西部数
据（最终未能成功）等影响力较大
的案例。然而，或许因为2015年
半导体并购话题被炒得太热，以
致引起一些业内人士的担心，很
多人开始发文疾呼，提出并购过度
的观点，现在舆论对并购质疑的声
音开始加大，甚至出现逢“收购”必
反对、遇“注资”必嘲讽的态势。

中国半导体产业正在步入高
速发展的快车道。2015 年中国
集成电路市场规模创纪录地达到
11024亿元，同比增长6.1%，成为

全球为数不多的仍能保持增长的
区域市场。在高速发展背景下，
我国涌现出了一批像中芯国际这
样的行业龙头企业。在全球晶圆
代工企业排名里，中芯国际已经
名列第四，目前在上海、北京、深
圳、天津都已经建有大规模晶圆
厂。2015年营业收入22.36亿美
元，同比增长13.53%，净利润2.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66%，已经
实现连续14个季度盈利。

现在全球集成电路产业重心
正向中国转移，给中国带来新的发
展机遇。诸如中芯国际这样的企
业更需要“并购”来快速扩充实力，
追赶世界主要竞争对手。做强半
导体产业，技术、人才与市场是核
心。半导体企业在获取这些要素的
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自主研发、国
际合作、收购等手段，而并购是快
速做强的手段之一，既不应过度依
赖，也不可简单偏废。（下转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