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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1日，由中国电子视

像行业协会与奥维云网（AVC）联合主

办的“2016年度中国智能显示与创新应

用产业大会暨CRC2016年度彩电行业

研究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在

对 2016年中国彩电行业进行盘点及预

测的同时，紧扣“大屏智能显示”话题，

展开互动交流，深入探讨。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郝亚斌表示，2016年中国彩电行

业交出了满意的答卷，结果来之不易。

展望 2017年我国彩电行业也面临着非

常复杂和严峻的局面，但困难和挑战并

不可怕，中国彩电行业就是在充分的竞

争中成长起来的，从来都是在应对挑战

中前进的。

2016 年中国彩电行业零售市场在

压力中前行，并表现出强大的抗压力，

全年零售规模历史性地突破了 5000万

台大关，中国彩电行业不传统，很朝阳。

奥维云网（AVC）黑电事业部总经理翁

振华现场解读了“2016年中国彩电行业

市场总结及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

2016 年中国彩电市场全年彩电零售量

规模为 5089万台，同比增长 7.8%；零售

额规模为1560亿元，同比下降1.8%。

纵观彩电 20 年的发展历程，翁振

华发现：一、随着彩电技术创新的不断

发展，彩电产品的更新换代加速，2016

年彩电市场的更新换代年限较以往下

降了 1.5 年。彩电市场规模从 3000 万~

4000万台的过渡经历了8年的时间，从

4000万~5000万台的过渡经历了6年的

时间，预计彩电市场规模从 5000 万~

6000 万台的过渡时间将缩短为 4 年。

二、技术发展抬起价格重心，新技术迭

代是抬起彩电均价的关键因素之一。未

来 4 年，新显示技术、新工艺技术将更

加成熟，技术迭代加速，市场均价有望

呈现上升态势。

2017 年彩电市场将继续保持增

长态势，预计 全 年 中 国 彩 电 市 场 零

售 量 规模将达 5301 万台，同比增长

4.2%，零售额规模将达 1640 亿元，同

比上升 5.1%。 （文 编）

2016年度中国智能显示与创新应用产业大会召开

本报讯 诺基亚回归中国的传闻

终于尘埃落定，1 月 11 日，诺基亚在北

京召开发布会，宣布正式回归中国，诺

基亚 6 于 1 月 11 日开始在京东商城预

约，1月19日开始正式发售。

据了解，诺基亚 6手机是去年由前

诺基亚团队脱离出来创立的 HMD 公

司（The Home Of Nokia Phones）的产

品，已经经过诺基亚商标授权。据诺基

亚介绍，这款机器是针对中国地区独家

发售，首款产品“诺基亚 6”也是诺基亚

参考中国的吉利数字命名，寓意着大吉

大利。

外观方面，诺基亚 6沿用了时下流

行的金属一体机身。据诺基亚介绍，每

部手机都是由一块完整的铝合金打磨

而成，可接受超过 200 次跌落测试。机

身两端信号带也使用了 16年主流的 U

型设计。目前诺基亚6只有黑色一种配

色略显单调。值得一提的是，诺基亚采

用的 5.5 英寸全贴合屏幕采用 1080 分

辨率LCD屏幕。

硬件方面，,诺基亚 6 采用骁龙 430

处理器，并辅以 4GB 运行内存+64GB

存储空间；音频方面使用了顶底两侧双

扬声器设计，支持杜比音效。官方称诺

基亚 6 使用的扬声器比普通手机普遍

提升至少 6-8db，而低音高出 16db。拍

照方面它采用前置 800 万像素+后置

1600 万像素摄像头。系统方面，诺基亚

6 采用 Andorid 7.0 系统并且由旗下中

国团队负责优化，手机内置的应用商店

将会和腾讯合作。

为什么诺基亚 6 会首选先择中国

上市，HMD首席执行官奥图·努梅拉表

示，中国市场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

也是很多新技术的来源。因此，HMD决

定将第一款智能手机定位在中国市场

消费者。 （文 编）

诺基亚回归中国后的首款手机发布

本报讯 1月6日，在2017国际消费

电子产品展览会上，蔡司展出新一代虚

拟现实头盔 VR ONE Plus 头显，同时

携手 Dacuda展示首款能在普通智能手

机上运行的Room-Scale VR体验。

Dacuda 的空间定位技术方案与现

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空间定位技术不同，

因为一般空间定位技术方案需要各种

外设配合，用户需要进行各种调试，对

于用户来说体验门槛较高。而 Dacuda

的Room-Scale体验是由一款手机软件

支撑，该款软件通过调用手机摄像头进

行空间定位。

同时，Dacuda的SLAM Scan 3D引

擎技术也赋予智能手机 6 自由度内置

式位置追踪功能，无需外来的空间定位

设备用户就可以体验空间定位技术，降

低用户体验门槛。蔡司 VR 产品经理

Franz Troppenhagen说：“ 智能手机的

性能在不断提升，只需简单地将智能手

机插入蔡司 VR ONE Plus 头显，用户

便 能 体 验 到 真 正 的 沉 浸 式

Room-Scale VR 了，而用户需要支付

的成本却远低于 PC 端 VR 头显。”蔡

司 在 2017 年 CES 上 展 示 多 个 移 动

Room-Scale VR 应用，而 Dacuda 也正

与一些精选的内容制作工作室合作，开

始向市场推广移动VR应用。

蔡司VR ONE Plus头显采用光学

技术精心设计，能够在移动端和 PC 端

头显中实现卓越光学特性。它能够在

整个视野范围内提供从中央到边缘的

清晰锐利图像，并能够支持用户同时佩

戴眼镜使用，而且无需进行瞳距调节。

除了硬件技术的发展，蔡司还积极

同国内内容平台及制作公司保持合作，

提供光学方面的专业支持，目前，蔡司

VR ONE Plus支持超过1000个虚拟现

实App。 （文 编）

首款Room-Scale手机软件可在普通手机上体验VR

（上接第1版） 美国AOS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0 年在美国加州成立总部，主营功率型金属

氧化层场效晶体管 （Power MOSFET）。

7 月 16 日，福建省晋华存储器集成电路生

产线举行开工仪式。项目一期投资 370 亿元，

计划建设一座存储器研发制造企业，重点发

展 DRAM 产品，初期将以利基型 DRAM 为切

入点。

10月份，中芯国际在一个月内连续宣布新厂

投资计划，将在上海开工新建一条 12 英寸生产

线，制程为14纳米及以下，月产能7万片，总投资

高达675亿元；将天津的8英寸生产线，产能由4.5

万片/月，扩大至15万片/月，成为全球单体最大

的8英寸生产线；在深圳新建一条12英寸生产线，

预期目标产能达到每月4万片。

11 月 9 日，华力微电子二期 12 英寸高工艺

等级生产线项目正式启动，总投资 387 亿元，

规划月产能 4 万片，设计工艺为 28、20 和 14

纳米。

加总上述的设资计划，在未来数年间投入

集成电路制造领域的资金将超过 3500 亿元。在

产能建设上，根据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产业

协会 （SEMI） 发布的报告，目前全球处于规划

或建设阶段，预计将于 2017 年～2020 年间投产

的半导体晶圆厂约为 62 座，其中 26 座设于中

国，占全球总数 42%。这些建于中国的晶圆厂

2017 年预计将有 6 座上线投产，2018 年达到高

峰，共 13 座晶圆厂加入营运，其中多数为晶圆

代工厂。

先进工艺争夺

是成败关键

分析上述资料可以发现，本轮针对集成电路

制造的投资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这一轮投资以

12 英寸晶圆厂为主。根据市调机构 IC Insights

最 新 公 布 的 《2017~2021 年 全 球 晶 圆 产 能 报

告》，2008 年前，IC 制造以 8 英寸晶圆为主；

2008 年以后，12 英寸晶圆逐渐取代其成为市场

主流。中国大陆的本次产能，不仅仅是在制造生

产线的数量上大幅增加，更是以相对高端的工艺

技术为主。而根据半导体专家莫大康的介绍：

“观察中国大陆晶圆厂财报可以发现，当前企业

的营收主要来自55纳米及以上的工艺节点。”可

以预见，在本轮投资之后，未来中国大陆厂商将

要在先进工艺领域，与国际大厂进行更加激烈的

争夺，能否在更先进的工艺领域 （如 28 纳米）

站稳脚跟，将有巨大影响。

其次，如果将中国大陆目前现存和在建的全

部产能折合为 12英寸产能，总量将达到 1560千

片/月，在建产能接近现有产能的九成，而且主

要都是 12 英寸生产线。如此之多的新增产能，

是否能够得到及时消化将是一个挑战。

最后，观察目前现存和在建集成电路产线的

分布情况，北京、合肥、淮安、南京、上海、宁

波、晋江、厦门、深圳、武汉、重庆、成都等城

市都进入了制造领域。其中传统集成电路制造强

市上海相对其他地区仍保持明显优势，北京、武

汉紧随其后，但是部分在这一轮快速扩张中新挤

入集成电路阵营的城市和地区，产业基础相对较

弱。对此，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教授魏少军指出：

“12英寸晶圆厂建设，从产能总量上看，还未超

出预期，但布局分散，无法呈现规模效应，后续

情况堪忧。”

保持投资的持续性

更加重要

中国集成电路的发展模式以专业分工为主，

在设计、制造 （代工）、封测等几个产业链主要

环节中，以制造环节对上下游的带动作用最为明

显。尽管有观点认为中国应当发展 IDM 模式，

然而以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以制造 （代工） 环

节发展为重点，仍是重要选择。这也是本轮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资制造业

的主要原因。以高通公司与中芯国际在 28 纳米

工艺制程和晶圆制造方面的合作为例，高通是

目前全球最大的 IC 设计企业，与中芯国际合

作，快速推进了我国企业在先进制程上的进

步。而中芯国际利用制造环节的现行优势，联

合创新，带动起全产业链的共同推进。此后，

中芯国际以 4亿美元和之前收购星科金朋时的 1

亿美元股权转为长电科技的股权，成为长电科

技最大股东，又是“制造+封装”一条龙战略

的重要探索。可见投资集成电路制造的重要性

与必要性。

然而，大规模海量资金投入集成电路制造，

也存在一些挑战。针对当前集成电路投资热的形

势，有专家提出了投资持续性的问题。众所周

知，发展集成电路不仅所需资金庞大，而且需要

持续不断的投入。三星从上世纪80年代投入发展

存储器开始，忍受了十几年的亏损，当前中国集

成电路投入巨资，在技术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不仅

面对国际厂商竞争，还将面临巨额设备拆旧的沉

重压力，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亏损将是大

概率事件，特别是那些新建企业。避免LED与光

伏产业中的“一阵风”热情，持续投入资金将是

今后面临的主要挑战。

对此，魏少军指出：“所有人都知道，半导

体是一个具有高技术门槛与资金门槛的产业，没

有足够的定力是成功不了的。中国发展半导体产

业数十年，历史上曾经几次发力，拉近与国际先

进水平之间的差距，但是很快差距又被拉大。除

了有自身基础薄弱、积累不足的原因之外，战略

上的犹豫也是原因之一，至今这个问题也没有得

到真正解决。所以，保持战略上的定力，不管外

界如何评价，始终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是必不

可少的素质。”

走在美国洛杉矶的Costco和Target卖场中，TCL彩电在众多外资品牌中格外显眼，因为这是卖场中仅有的中国彩
电品牌。2010年，加速国际化布局的TCL以自主品牌进入北美市场，从最初的几乎无人知晓，发展到2016年销量将近
200万台，5%的市场占有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直以来，北美市场一直是中国家电厂商的兵家必争之地。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展，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览
会（简称CES）历来都是国际科技巨头的一次“大阅兵”。美国时间1月6日~1月8日，CES2017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隆
重开幕，深耕美国市场的TCL在这场大秀中脱颖而出，旗下多媒体、通讯、通力电子、华星光电等多产业集体发力，智能
科技产品引发了高度关注。

TCL北美市场：
从“零”到全面突围

本报记者 孙鸿凌

技术驱动，影响力与日俱增

TCL 非常注重品牌和市场布局，
能够对客户和市场需求做出快速响
应，比如TCL在美国设立研发中心，在
墨西哥建立制造工厂。

“27 年前，我第一次参加 CES，那时

TCL 只有 3×3 米的展位，但是今天在 CES

主会场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

展，也有越来越多海外的消费者认可 TCL

品牌，中国家电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

支主导力量。”TCL集团董事长、CEO李东

生对《中国电子报》记者感慨地说道。

近两年，占据 CES 中央展馆的中国力

量越来越引人注目，作为具备上下游全产业

链优势的TCL，表现更是抢眼。在CES2017

上，TCL 高端副品牌 XESS 创逸首次在国

外 亮 相 ， XESS 旗 下 创 新 旗 舰 电 视 新 品

XESS X2 和 X3 实现了平面 7.9 毫米、曲面

6.9 毫米的超薄量子点电视设计，同时为北

美市场同步打造的C系列电视新品也进行了

北美首发；TCL 通讯旗下阿尔卡特品牌首

发一款 6 英寸智能手机 Alcatel A3 XL，可

以满足大屏幕手机市场的需求，并发布了最

新款的BlackBerry高端键盘智能手机，令人

耳目一新；作为具有开创智能移动设备新品

类意义的产品，TCL 还带来了新一代移动

大屏XESS mini，体现了以移动互联、云技

术、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技术；此

外，TCL 旗下华星光电携大尺寸、8K 超高

清等领先产品首次独立设展，展示了令人惊

叹的领先显示技术。

在李东生看来，TCL 在 CES2017 之所

以表现抢眼，一方面，得益于技术快速发展

的驱动，过去几年，TCL 在国内企业中，

PCT 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三，在家电领域

PCT 专利申请量位列第一，并在智能语音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点技术等领域取

得了重大突破；另一方面，TCL 非常注重

品牌和市场布局，能够对客户和市场需求做

出快速响应，比如 TCL 在美国设立研发中

心，在墨西哥建立制造工厂，逐步建立起强

大的影响力。

立足品牌，破解渠道难题

目 前 ，TCL 在 Target、Costco、
Amazon和Walmart等主流渠道均实现
布局。特别是在Amazon，已经成为继
三星之后销量第二的电视品牌。

其实，TCL 在 CES 上的突出表现只是

其在北美市场取得成绩的缩影。近年来，

TCL 加速布局北美市场，使产品、渠道和

市场实现了稳步提升，并在 2015 年彩电销

量突破100万台，2016年销量翻番，也让北

美市场占据了TCL海外销售的35%。

TCL 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这

些年我国家电企业都希望通过打响自主品

牌开拓国际市场，而拿下北美市场便成为

众多家电品牌的重要目标，然而多年过

去了，却很少有企业能啃下北美市场这块

“骨头”，渠道布局难突破、品牌格局难打

破、市场规模难扩张，这成为众多中国彩

电品牌在北美市场面临的难题。或许也是

因为这样的原因，在美国家电零售大卖场

中，鲜有中国家电品牌的身影。

“2010年，TCL进入北美市场，那时

候完全没有人知道 TCL 品牌，我们几乎

从零做起，摸索市场，那时候我们的做法

是不急于上量，注重品牌投入，与Ama-

zon 深度合作的同时寻求开拓大渠道。”

TCL 多媒体北美分公司总经理毛初文在

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说。

这两年 TCL 之所以能够在北美市场

迅速上量，得益于渠道的全面突破，目前

TCL 在 Target、 Costco、 Amazon、

Sam’s Club 和 Walmart 等主流渠道均实

现布局。特别是在Amazon， 已经成为继

三星之后销量第二的电视品牌，同时实现

了 进 驻 Target 1800 多 家 门 店 。 此 外 ，

TCL已开始布局墨西哥市场。根据IHS提

供的数据，截至 2016年 11月底，TCL已

经超越 Sony和 Sharp，跃居北美彩电销量

第四。

在毛初文看来，美国消费者对品牌认

知度非常高，对新品牌并没有信任度，再

加上渠道壁垒，其实中国彩电品牌进军北美

市场并非易事。如果只是价格低是没有用

的，只有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品质，长期积

累，才能逐渐做好北美市场。

据记者了解，为了提高北美地区用户的

售后服务建设，2016 年 TCL 开始自建售后

服务体系，通过马尼拉呼叫中心用户提供服

务，50 天之内免费换新机器，为用户提供

最好的体验和服务。

对于北美市场，毛初文充满自信。她

说，2017 年将在北美市场大力推广大尺

寸、HDR、量子点等电视产品，加强技术

创新，接下来的目标就是——TCL 在北美

市场份额能够超过 7%，能够实现健康稳定

的增长。

形成优势，全面打响海外市场

在过去几年，TCL 海外的业务成
长非常快，今年海外市场营业收入已
经占到总体营业收入的近 50%，其中
彩电销量已经突破2000万台。

这些年，我国家电企业已经加快了走出

去的步伐，作为中国第一波走出去的家电企

业，TCL 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行者，探

索始于 1999 年，已经走过早期探索、跨国

并购、稳步成长三个阶段。国际化是 TCL

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李东生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说，TCL

的海外战略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他们希望通

过国际化完善全球业务布局，提升海外市场

份额，此外，通过“智能+互联网”、“ 产

品+服务”的“双+”战略转型建立新的业务

能力。可以说，“双+”转型战略和国际化是

TCL发展的两个驱动力。在过去几年，TCL

海外的业务成长非常快，现在海外市场营业

收入已经占到总体营业收入的近50%。就彩

电业务来讲，2016 年 TCL 销量已经突破了

2000万台，这是中国企业首次突破2000万台

大关，也巩固了TCL作为全球彩电第三名的

市场地位。未来，他相信TCL的海外业务会

超过50%以上。

在海外市场，TCL 表现是可圈可点。

2013 年，TCL 在北美市场走出重要的一步

棋——冠名好莱坞 TCL 中国大剧院。作为

全球娱乐的地标性建筑，星光大道上镶有

2000 多颗好莱坞名人姓名的星形奖章，记

录着他们对娱乐工业的贡献，是全美最著名

的影院以及众多电影首映礼的举办地，而

TCL 也将年轻、时尚的基因融入了品牌

中，让更多的北美消费者认识、感知到来自

中国企业的品牌形象。

“作为一个中国企业，我们首先要不断

地巩固国内市场地位，然后在海外市场形成

特色和优势。现在美国市场、欧洲市场、拉

美市场已经成为 TCL 的三大优势市场，未

来我们会在亚太市场、中东市场和非洲市场

持续努力，让我们海外的业务能够有更大的

发展。”李东生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