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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1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召开干部大会，开展部党组

年度述职，并对 2016 年度部党组

选人用人工作和新提拔任用的司局

级干部进行民主评议。部党组书

记、部长苗圩代表党组做述职报

告，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陈肇雄主

持会议。部机关司局级以上干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

主要负责同志，部直属单位、部属

高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共约200人

参加了会议。

会上，苗圩部长代表部党组进

行了年度述职，介绍了部 2016 年

度选人用人整体情况。

在回顾过去一年工作时，苗圩

指出，去年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

国内外经济形势，部党组全面贯彻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团结带领全系统干部职工迎难

而上、奋发作为，认真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突出抓好

“中国制造 2025”、工业制造供给

侧改革以及网络提速降费、制造业

和互联网融合发展等一批事关全

局、影响长远的重点工作，完成了

全年主要目标任务，实现了“十三

五”良好开局。同时，部里各项综

合改革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制逐步落实，干部队伍和领导班

子建设不断加强。经过巡视整改的

洗礼，工业和信息化事业已经站在

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

结合 2017 年的新形势和中央

对工业和信息化事业发展的新要

求，苗圩强调，2017 年，我们党

将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部党组将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立足制造强国、网络强国

战略全局，全面实施“中国制造

2025”，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深融

合、惠民生、保安全各项工作，

加 快 新 动 能 培 育 和 传 统 动 能 修

复，努力实现工业通信业平稳增

长和提质增效。

在介绍部党组 2016 年度选人

用人工作整体情况时，苗圩提出，

部党组坚决落实巡视整改要求，把

认真行使和履行好选人用人权作为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履行党的执政

使命、贯彻党在经济改革工作中意

志要求的根本保证，在干部工作上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一年来，紧紧

围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重在从严从

实选好用好管好干部这一主线，进

一步坚持导向、把住方向，加强谋

划、狠抓落实，全面改进和完善了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干部工作。

报 告 结 束 后 ， 参 会 同 志 对

2016 年度部党组干部选任工作和

新选任的司局级干部进行了民主

评议。 （布 轩）

工信部党组开展年度述职并进行
2016年度“一报告两评议”工作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

会议精神，总结交流 2016 年国家

重大工业节能专项监察工作，研究

分析节能监察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谋划部署 2017 年工作，2017 年 1

月 1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

综合利用司召开了全国工业节能监

察工作座谈会。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辛国斌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作

了 2016 年工作总结，介绍了 2017

年工作思路。各省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节能工作负责人、节能监察

机构主要负责人等参会。

辛国斌指出，“十三五”时期

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期，也是落实 《中国制造 2025》、

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推进工业绿

色发展的关键期，各地要结合实

际，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工业

绿色发展。

辛国斌强调，要按照国务院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

革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业节

能监察工作，发挥好依法规范企业

用能行为的监督约束作用，打造公

平竞争市场环境，支撑落实国家节

能减排和绿色发展战略。

各省参会代表结合领导讲话精

神，认真总结交流了 2016 年节能

监察工作，研讨了 2017 年工作思

路和重点任务。 （耀 文）

1 月 9 日，对在 TD-LTE 上奋

斗了近十年的人来说，是一个收获

的日子。在当天召开的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上，“第四代移动通信系

统（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项

目荣获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特等奖，这标志着我国移动通信

产业再次登上科技创新的高峰，50

名参与者、14家参与单位也喜登获

奖红榜。在收获 4G 的同时，我国移

动通信产业也在守望 5G。目前，全

球都在研究从 4G 向 5G 如何发展，

而业界已经取得共识，TD-LTE 所

代表的 TDD 核心技术的进一步演

进，将是 5G 标准中的关键技术。面

向 2020 年 5G 商用目标，我国移动

通信产业群正在继续努力，希望在

5G发展中引领全球。

4G是历史转折

移动通信是国家关键基础设

施，是全球科技创新和国家竞争力

的战略必争高地，三十年来，我国

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突

破”的发展过程。2005年全球进入

4G 标准竞争热潮，由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

院 （现称中国信通院） 牵头，联

合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大唐电

信集团）、华为、中兴、展讯、北

京电信技术发展产业协会（TD产

业联盟）、宇龙、北京邮电大学、

清华大学、东南大学、星河亮点、上

海创远、联想移动通信公司等企业、

高校、研究单位、产业机构，重点克

服了技术、产业、组网、测试、组织

机制五大挑战，突破重大核心技术，

提出并主导TD-LTE国际标准，实

现了全产业链的群体突破，并在全

球广泛应用，实现了我国移动通信

产业发展的历史转折。

（下转第4版）

TD-LTE：收获4G 守望5G

新年伊始，回顾 2016 年中国

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投资”无

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热词。在“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助力

下，2016 年国内投资活动频频：

长江存储投资建设 12 英寸存储器

基地；中芯国际投资近千亿元在上

海新建12英寸Foundry厂；华力微

启动二期 12 英寸高工艺等级生产

线建设项目……SEMI 估计，全球

将于 2017 年～2020 年间投产 62 座

半导体晶圆厂，其中 26 座设于中

国大陆，占全球总数的42%。集成

电路行业的发展需要巨额资金的投

入，但是投入的资金只有真正转化

成生产力才是硬道理。企业不仅要

敢于投资，更要学会投得有价值。

这是下一步中国 IC 业者需要解决

的挑战。

未来数年投入资金

超3500亿元

集成电路产业正在加速向亚洲

特别是中国大陆转移，这个判断正

在得到越来越多事实的支持。如

果说 2015 年在中国大陆投资建设

晶圆厂以外资为多，如英特尔总

投资 55 亿美元在大连，升级原有

的大连工厂，生产非易失性存储

器；联电投资 13.5 亿美元在厦门

建立月产能 6 万片的 12 英寸晶圆

代工厂；力晶投资 135.3 亿元在合

肥新区设立月产能 4 万片的 12 英

寸晶圆代工厂。那么，2016 年在

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投资，则以中

资为主。

2016 年 3 月 28 日，以武汉新

芯为基础的国家存储器生产基地项

目正式动工，主要面向存储器芯片

的产品设计、技术研发、晶圆生产

与测试，将在 5 年内投资 240 亿美

元，预计到 2020 年将形成月产能

30 万片的生产规模，到 2030 年将

形成每月100万片的产能。2016年

7月26日，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宣布成立。公司注册资本分两

期出资，一期由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国芯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和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并在武汉新芯的基础

上建立长江存储。二期将由紫光集

团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同样是在 2016 年 3 月 28 日，

南京市政府与台积电正式签署合作

协议。台积电将投资 30 亿美元建

设 12 英寸晶圆厂和 IC 设计中心，

初期月规划产能 2 万片。2016 年 7

月7日项目举行开工典礼，预计在

2018 年下半年正式投产 16nm 制

程，将在2019年达到预定产能。

2016 年 3 月 29 日 CMOS 传感

器厂德科玛宣布在江苏淮安建一座

小规模12英寸晶圆厂。一期项目8

英寸晶圆厂总投资5亿美元，以自

主设 计 的 图 像 传 感 器 芯 片 制 造

为主。预计项目投产后产能可达

4 万片/月。二期项目 12 英寸晶圆

厂总投资 20 亿美元，投产后产能

可达2万片/月。

美国AOS公司将投资7亿美元

在重庆水土园区建设 12 英寸功率

半导体芯片制造及封测基地，项目

于2016年3月30日举行开工活动。

（下转第5版）

中国为何再次成晶圆厂投资热土
本报记者 陈炳欣

本报讯 为深入实施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试点工作，

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发展，结合

国家重大工程和国民经济发展需

求，在广泛听取各地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相关行业协会、企业意见

的基础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修

订完成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16年版）》并

于近日正式发布。新版《指导目录》

包含清洁高效发电装备、超（特）高

压输变电装备、大型石油石化及煤

化工成套装备、大型冶金矿山装备

及港口机械、轨道交通装备、大型环

保及资源综合利用装备、大型施工

机械、新型轻工机械、民用航空装

备、高技术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成

形加工装备、新型大马力农业装备、

电子及医疗专用装备、重大技术装

备关键配套基础件等 14 类重大技

术装备，自1月3日起实施，《指导目

录（2015年第二版）》同时废止。

记者了解到，对于电子专用装

备，新版《指导目录》包含半导体材

料生产装备、太阳能电池生产装备、

高亮度发光二极管生产装备、集成

电路生产装备、平板显示器生产装

备、片式元件生产装备、锂离子电池

生产装备、印制电路板生产装备、其

它电子专用装备及关键配套件等 9

大子类别。其中，集成电路生产装

备涉及化学气相沉积（CVD）硅外

延设备、介质刻蚀机、高密度等离子

刻蚀机、高速介质刻蚀机、化合物刻

蚀机、物理气相薄膜沉积（PVD）装

备、金属硬掩膜沉积（HM PVD）装

备、离子注入机、原子层沉积设备

（ALD）、分布重复投影光刻机、匀胶

显影机、清洗设备、化学研磨设备、

立式氧化炉、光学测量设备、硅片单

面抛光机（CMP）、铜化学机械抛光

CMP 设备、全自动单片去胶清洗

机、离子束沉积设备、等离子体表面

处理设备（DESCUM）、单片退火装

备、紫外光后处理装备、金属硅化物

薄膜沉积装备、立式低压化学气相

沉积系统、集成电路封装在线等离

子清洗机等29种设备。（耀 文）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推广应用指导目录

（2016年版）》印发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2017

年1月12日，由工信部、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指导，中国电子工业标

准化技术协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

员会主办的第九届电子信息产业标

准推动会暨中国信息技术服务标准

年会（2017）在北京召开。

工信部原党组成员、办公厅主

任莫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

业标准二部主任戴红出席并讲话，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理事

长胡燕代表主办方致辞。会议由中

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秘书长

刘志宏主持。会上，工信部办公厅

副主任梁志峰发布了“2016年度电

子信息产业标准化十大事件”。

工信部科技司副巡视员常利民

介绍了工信部标准化工作总体情况

及2017年工作重点。工信部电子信

息司司长刁石京以及信息化和软件

服务业司巡视员李颖分别介绍了电

子信息产业、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

领域标准化工作。中国电子技术标

准化研究院副院长陈大纪做了“支

撑政府服务产业，奉献标准化最大

价值”的主题演讲。胡燕、中国电子

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院长赵波为2016

年度中电标协优秀会员颁发了荣誉

证书。工信部办公厅、政策法规司、

规划司、财务司、科技司、电子信息

司、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等相关

司局领导，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等相关

负责人，地方经信委、部直属单位、

科研机构、大型企业、行业协会等相

关代表300多人参加会议。据悉，中

电标协ITSS分会第一届第四次理事

会暨会员代表大会、2017年中关村

标准化推动会同期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