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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轶群

解析中国电子整机行业发展脉络之三

芯片全面赶超

我国企业的智能手机芯片已经
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厂商全面竞争的
实力。

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芯片是含金量最高

的部分。手机的核心芯片包括基带、应用处理

器和移动存储芯片，总体呈现集成度不断提

高和多模共存的大趋势。在基带和应用处理

器芯片领域，全球主要市场份额由高通、联发

科、Intel、博通、ST-Ericsson 等企业把控，国

内企业进步较快，已有多款成熟产品推出。

近年来，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总体发展

态势良好。自 2014 年开始，随着国家发展

壮大集成电路产业规划出炉，我国集成电路

产业动作频频。在移动智能终端芯片方面，

以紫光、海思、联芯为代表的一批明星企业

发展十分抢眼。

紫光集团在成功并购展讯通信和锐迪科

之后实力大增，拥有高、中、低端搭配的完

整产品线，移动通信终端 SoC 年出货量接

近6亿只，市场占有率接近30%，稳居世界

前三，与第二名的差距明显缩小。

海思半导体的移动智能终端芯片全面

应用于华为的整机产品，整体性能比肩国

际最先进的同类产品水平，装备海思高端

芯片的华为高端智能手机得到广大用户的

认可，市场供不应求。

“我国企业的智能手机芯片已经具备了

与国际一流厂商全面竞争的实力。”中国半

导体行业协会设计分会理事长魏少军告诉

《中国电子报》记者。

尽管中国芯片企业在基带、应用处理器

方面近年来的追赶势头很猛，但是在存储芯

片领域，几乎没有国内企业再次涉足，中国

每年进口的存储芯片达 600 亿美元，三星、

美光、东芝、海力士等企业垄断的存储器市

场高达800亿美元。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在 2014

年发布的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

要》中，特别指出要发展新型存储等关键芯

片产业，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在工信部

印发的“互联网+三年行动计划”中也提出

到 2018 年，高性能计算、海量存储系统等

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显示提升话语权

在半导体显示产业，中国在世界
上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凸显，话语权不
断提升。

手机的核心组件中另一个重要部分是

屏幕。在过去，日本、韩国企业几乎垄

断了手机屏的供应，而这一现象在近几

年来，随着中国面板企业的崛起而得到

大幅改观。

日 前 ， TCL 集 团 旗 下 华 星 光 电 在

武 汉 的 六 代 LTPS （低 温 多 晶 硅） 液

晶 面 板 线 项 目 （T3 项 目） 投 产 ， 主

要生产用于高清晰手机屏的中小尺寸

液 晶 面 板 ， T3 项 目 年 营 收 规 模 未 来

将超过百亿元。据 《中国电子报》 记

者了解，华星光电投资建设的第六代

LTPS （OXIDE）·LCD/AMOLED 显 示

面 板 生 产 线 项 目 ， 是 国 内 首 条 采 用

LTPS （低温多晶硅） 技术的第六代液

晶面板线。

2014 年 9 月 16 日，华星光电在武汉

的第六代 LTPS 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打

桩，掀开国内六代 LTPS线建设热潮的序

幕；2014 年 12 月，天马宣布在厦门新建

六代 LTPS 线，预计今年投产；2015 年 2

月，友达在昆山的液晶面板项目改为六

代 LTPS 线，预计也是 2016 年下半年投

产 ； 2015 年 3 月 ， 天 马 在 武 汉 的 六 代

LTPS 也动工，估计投产要到明年；2015

年 5 月 ， 京 东 方 在 成 都 的 六 代 LTPS/

AMOLED 线启动建设，预计 2017 年第

二季度投产。

群智咨询副总经理李亚琴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华星光电六代线的投

产有助于国产面板在中高端手机屏领

域提升话语权。

TCL 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表示，在半

导体显示产业，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正

在逐步凸显，TCL有信心用 3到 5年的时

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重要元器件及配套仍待提高

我国智能手机中的重要元器件及
配套仍有待提高，高端产品严重依赖
进口。

智能手机中涉及的元器件以及配套种类

非常多，可分为四大类：一是主动元件，包

括电源管理、相机模组、显示屏等；二是被

动元件，主要包括电容、电阻和电感；三是

结构件，主要是手机外壳和 PCB 板；四是

功能元件，主要包括电声器件、振动马达、

电池、天线等。

显示屏方面，从产能角度看，国产手机

显示屏自给率已达 50%；但从技术角度看，

由于工艺落后，大多数只能为功能机或低端

智能机配套，高端产品严重依赖进口。

PCB 板方面，电子工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可分为单层板、双层板、多层板、

HDI 板、柔性板、封装基板、IC 载板等。

智能手机主要使用多层板、HDI 板和柔性

板。目前日本和我国台湾企业在智能手机

PCB 板市场优势明显。其中高档产品主要

由日本厂商包揽。就市场份额而言，我国台

湾生产的智能手机PCB板产量占到全球40%

左右，日本企业的市场份额接近30%，其余

被欧美、韩国和我国大陆企业占据，其中我

国大陆企业的市场份额还不到5%。

在产品结构上，国产 PCB 板中多层板

占据了很高的产值比例，但大部分为8层以

下的中低端产品；HDI、柔性板等有一定的

规模但在技术含量上与日等先进产品存在明

显差距。目前尚无企业能切入国外智能手机

巨头供应链，只有少数能够进入国产智能手

机生产企业的供应链，如生益科技、超声电

子等，但供货能力有限。国内绝大部分智能

手机生产企业还是依赖外资企业生产的

PCB产品。

电声器件方面，主要包括扬声器、传声

器、耳机、送受话器组、各类通信帽、拾音

器以及相关附件，具有对声音的接受、转

换、传输、重放和测量等功能。我国共有

1000多家电声器件专业生产企业，电声器件

产品和出口量居世界第一，全球市场份额为

60%，但大部分为低端产品。在智能手机所

需的高端电声器件领域，市场基本被外资占

据。在全球智能手机电声器件前10名的企业

中，我国香港地区的AAC和日本Foster分居前

两位，我国内地企业只有歌尔声学位居第5。

目前有少数声电企业能够进入国际智能

手机巨头供应链，如歌尔声学进入了三星

LG松下NEC等国际著名智能手机生产企业

供应链，2012年上半年约有2/3的收入来自

出口；共达电声近年来表现良好，切入了索

尼等智能手机的供应链，2012 年上半年近

一半的营业收入来自出口。其余企业还只能

为国产品牌智能手机做配套。

电池方面，目前智能手机所采用的电池

全部为锂离子电池，单个电池容量将近

2Ah。2012 年我国锂离子电池的产量达到

41.8亿只，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8%，仅次于

日本和韩国。目前我国国产品牌智能手机基

本采用国内企业如力神、比亚迪、欣旺达、

德赛、新宙邦等生产的电池。部分电池生产

企业还是能够切入苹果、LG、索尼等国外

智能手机巨头的供应链，力神就是 12 年苹

果三大电池模组供应商之一。

“五一”前夕，京东四川阆中的配送员团

队获得了国家邮政总局“最美快递员”团队称

号，这只是京东物流配送体系广为人知的一

角。京东从中关村的一个小柜台发展壮大，

最早受到关注的就是自建的物流配送，京东

的送货速度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刘强东说，京东有今天是因为敢打敢拼、

肯干“傻大黑粗”的活，一不小心将其他电商

不愿意碰的物流配送做成了京东“前端用户

体验、后端成本效率”的核心竞争力，极速+

良好用户体验，让竞争对手们望尘莫及。

京东物流配送能成为行业标杆，除了遵循

“客户为先”的核心价值观，也是苦干+巧干的结

果，京东的物流配送体系对普通快递模式进行

了颠覆：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多地建仓、仓配

一体，离消费者更近，用心呵护“最后一公里”。

京东物流配送体系实现了“减少商品的

搬运次数，通过提高效率创造价值”，它们所

拥有的“全球最高的运营效率和最低的运营

成本水平”为京东的“多快好省”构建了一道

高不可攀的供应链“门槛”。在其他电商平台

正努力实现“当日达”的当下，京东超过 85%

的自营订单可以实现当日达和次日达配送，

京东物流配送体系提出了要成为“最有竞争

力的电商物流履约平台”的新目标。

“京东速度”进行时

“京东速度”不是一天练成的。2007 年

京东决定自建仓储配送，2010年自建仓储配

送启动仅 3 年后，京东开始在部分城市具备

当日达、211 限时达能力（上午 11 点前下单，

当天收到；晚上11点前下单，可在次日下午3

点前收到），速度开始成为电商的一个追求。

2015年年底，京东仓储配送已经可以满

足大约 98%的京东自营商品配送，京东的配

送服务实现的211、夜间配（晚上7点至10点

配送）、极速达（2小时内送达）、当日达、次日

达、隔日达等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多种时效

需求。第三方调查机构所做的消费者满意度

调查显示，消费者对京东送货速度的满意度

领先行业整体近20个百分点。

消费者感受到的是优质服务，同行看到

的是改变，而京东做的是实事。在“京东速

度”的背后，是大量的基础建设和资金投入，

规模在当时的快递行业中属于天量投资。京

东的仓储配送体系是轮轴式，自控力极强。

京东将全国分为 7 个大区，建立 7 个物流中

心，每个大仓有自己的服务半径。

“用空间换时间，都是京东自己做，完成供

应链体系搭建，成为客户体验最优的电商物流

履约平台。”京东集团配送部副总裁王辉说。

截至2015年年底，京东已经在50座城市

运营213个大型仓库，6个“亚洲一号”智能物

流中心投入使用，仓储设施占地约 400 万平

方米，拥有5367个配送站和自提点。京东的

物流体系已经覆盖全国2356个区县。

自建仓储配送体系9年后，消费者评价京

东：没有假货、送货快。在这9年中，京东的年

营业收入增长了近400倍。期间京东在美国

纳斯达克上市，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营式电商。

4月12日，刘强东表示，京东正在建设第

三张冷链生鲜物流网，发力生鲜快递。下一步

将更好地促进电商和快递渠道下沉，大力发展

农村电商，推进工业品进农村战略、农村金融

战略和生鲜电商战略，同时推进海外仓建设。

速度背后的“技术控”

京东的“快”只是表面，在京东极速扩张

的情况下，保证快而不乱才是“京东速度”的

强大之处。2007 年京东日处理订单只有

3000多个，2016年日均订单近400万个，天量

的增长不仅没有影响物流配送的速度，用户

体验反而越来越好了。

京东从成立起就自主研发数据系统，10

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发展完善，京东称之为

“青龙物流配送系统”，简称青龙系统，是京

东高效物流配送背后的核心支撑。青龙系

统让传统的等单送货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巨

大改变，京东可以预测订单，提前调配力量。

京东物流网络的核心要素包括仓库、

分拣中心、配送站、配送员等几方面，这个

网络由青龙系统来驱动。分拣中心在京东

物流网络中非常关键，预分拣的实现能让

仓储提前备货，甚至让供应商提前生产。

消费者在京东购物的流程中从网站

（移动端）下单开始，每个点击动作之后都

是一套复杂的计算程序，系统分拣模块会

将货物根据订单地址进行区分，分配至同

一地区不同地点的仓库。这一系列环节的

高效运转首先给了“京东速度”以保障，同

时也极大提高了京东仓库的人效。以上海

“亚洲一号”（一期）在 2014 年双十一期间

的表现为例，该仓库员工仅500人，在双十

一当天发货100000件；而同样体量的分拣

和出库，某服装物流公司雇佣了3000多人

花了 7天才完成。而 2015年双十一当天，

投产不到半年的广州“亚洲一号”完成单仓

50万单的生产，创下了记录。

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目前固安分拣

中心正在测试智能手环和智能中控系统，

管理人员在办公室就能通过大屏幕查看配

送车间的动态，流程中每个差错都会显示在

中控屏幕上，同时出错点上的工人能在其所

佩戴的智能手环上收到错误提示。

商品出库后的传站和配送环节，也依靠

京东大数据的支撑，对运输和配送路线进行

优化，使得配送员的配送效率得到了提高。

2015 年双十一期间，京东配送员将总重约 8

万吨的货物及时送到了用户的手中。京东内

部的运营管理人员可以实时监控每一辆车、

每一位配送员所处的位置和任务完成的情

况，对于任何异常情况的发生都可以第一时

间及时反应，迅速调配力量支援。

京东在仓储配送领域的技术绝大多数都

是自己研发，这一块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标

杆。另一个标杆就是“亚洲一号”，2014年京

东第一个位于上海的“亚洲一号”仓库一期投

入使用，这座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高智能化

大型仓库成为当时国内最先进的仓库，此后

两年间，沈阳、武汉、广州、贵阳的亚洲一号都

陆续投入使用。今年年初，京东开始测试无

人机送货，未来无人机送货将覆盖大量乡村。

“最后一公里”的价值

京东配送员的工作服是红色，这些配送

小哥们被亲切地称为“京东红”。随着京东业

务的增长，“京东红”已覆盖了全国的大部分

地区，如今偏远的山区、海岛、沙漠都有“京东

红”，他们成为了城乡消费者可信赖的朋友。

在京东，很多配送员将公司当作自己的

家，将配送做成了终身职业。他们在京东的

共同感觉就是稳定、温暖，只要用心工作，就

会有回报。京东鼓励多劳多得，人均工资超

过行业平均水平。此外，京东还为配送员提

供了各种类型的补贴。在京东，配送员可以

通过学习圆自己的大学梦，也可以通过努力

走向管理岗位。2015 年京东启动县级服务

中心，许多乡村主管就来自一线配送员。

选择自建“最后一公里”，是刘强东个人的

价值追求，也是京东对互联网时代商业趋势的

成功判断。在刘强东看来，加盟制的快递模式

中间环节太多，无法保证各环节的有效衔接，

更无法确保“最后一公里”的良好体验。

京东仓储物流副总裁傅兵认为，物流快

递是相对基础性的行业，要保证各环节的高

效衔接和“最后一公里”的通畅，一定要“强运

营”，分散的加盟式快递模式很难做到。

“强运营”是通过技术和管理共同实现

的，京东配送员在国内率先使用POS机，这个

POS机带有青龙系统，有定位功能，系统能监

控到包裹的运行轨迹，如出现异常，可调取数

据，质控人员马上能发现哪些包裹不合规。

物流专家黄刚认为，未来O2O经济的命

门是“最后一公里”和用户体验，京东提前 9

年布局“最后一公里”，极具远见。

京东要啃好自己的“甘蔗”

2015 年，京东的营业收入达到 1813 亿

元，成为中国最大的 B2C 电商平台，也是中

国收入规模第一名的互联网企业。如今，京

东已经在积极参与“电商平台级竞争”。

京东近几年一直在有序地向社会开放电

商平台和物流配送系统，目前已经有 99000

家第三方商户（POP）进驻京东，为京东打造

的“综合一站式品质购物平台”出力不少，极

大地丰富了商品的种类。

在未来电商竞争中，供应链管理、物流配

送等是各家角逐的重点，这正是京东的长

处。京东的物流设计的核心是减少物品的流

动次数，通过大数据，在产品生产时就告诉供

应商市场在哪里，客户在哪里。第一次就搬

到正确的库房，第二次就到了终端消费者手

里。因为搬运次数少，所以成本低。

用高效的供应链为供应商服务，帮助更

多商家实现“品质、品牌、品商”的水准，是京

东未来的战略布局。刘强东针对消费品行

业，提出了“十节甘蔗”理论，即把零售、消费

品行业的价值链分为创意、设计、研发、制造、

定价、营销、交易、仓储、配送、售后等十个环

节，其中前五个归品牌商，后面五大环节则归

零售商。京东在未来的开放平台竞争中要啃

好后五节甘蔗。实际上，京东已经开始认真

地啃自己的“甘蔗”。2015年12月，京东与李

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李宁提供产品到门

店的整体物流解决方案，同时为李宁实施

O2O 战略提供物流供应链保障。此前京东

已为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物流解决方案。

随着京东中小件、大件、冷链生鲜“三张大

网”的建成和完善，加上京东日益成熟的大数

据、云计算、持续不断的运营创新，京东的物

流配送体系将成为巨大的零售供应链平台，

海量商品将在这个平台上快速流动，京东也

会加速成为“全球最受消费者信赖的公司”。

亮剑十年，京东物流创造全球最高运营效率

中国手机行业有着辉煌的过去，在国产

手机最辉煌的时候，曾经占到中国手机市场

份额的60%。从那以后，市场份额就一直下

滑，缺芯少屏、核心专利技术缺失，使得外

资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

而在智能机时代到来之后，中国智能手

机产业开始逐渐呈现上升之势。在近十年的

时间里，从3G到4G，国产手机开始实现对

外国品牌的追赶和超越，如今，我国智能手

机整机产业成为全球智能手机版图上的一支

重要力量。

手机：发力赶超正当时

图为京东分拣中心传送系统图为京东分拣中心传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