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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基础由“后发”变“厚发”

中国开放对象标识应用联盟
2017年会召开

2020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陈笑天 谢振忠

本报记者 刘静

侯沁

砥砺奋进的五年砥砺奋进的五年

目前，指纹传感器已成为智能

手机标配，随着中国大军纷纷加

入，指纹传感器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愈发激烈。近日，有些指纹传感器

供应商报价已经降低至 1.5 美元以

下。2014 年指纹识别模组的价格

还维持在 10 美元以上的高位。短

短三年内，指纹传感器市场瞬间从

蓝海转为红海。大浪淘沙，新一轮

的淘汰赛即将上演。

格局初变

毫无疑问，指纹传感器市场是

一块诱人的蛋糕。尤其在 2013 年

苹果 iPhone 5s 的推动下，指纹识

别找到了智能手机这块新的沃土，

从此以不可思议的倍增速度扎根生

长。从手机解锁、信息保护到在线

识别、移动支付，指纹传感器的应

用越来越广。

据统计，2016 年的指纹识别

传感器的出货量已达6.89亿颗，市

场规模约为 28 亿美元。根据市调

机构 Yole 的预测，2016～2022 年

间，消费类指纹传感器市场的复合

年增长率将为 18％，到 2022 年达

到47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目前，国外主要的指纹识别厂

商有 AuthenTec （被苹果收购）、

瑞典 FPC、Synaptics等，国内主要

的指纹识别厂商包括汇顶、迈瑞

微、费恩格尔、信炜、芯启航、贝

特莱、思立微、集创北方、比亚迪

等大陆厂商，以及神盾、义隆、敦

泰、茂丞等台湾厂商。

从总体上来看，指纹传感器市

场仍是苹果 （AuthenTec）、FPC、

Synaptics、汇顶四家独大的局面。

“AuthenTec 苹 果 一 家 自 用 ，

瑞典 FPC、Synaptics、汇顶科技三

家 以 安 卓 手 机 市 场 为 主 。 2016

年，这四家厂商的市占率达到九成

以上。”Gartner研究总监盛陵海告

诉记者。

在这四家中，FPC 凭借华为

Mate 7 的热销一炮二红，曾一度

拿下国内手机市场八成以上份额，

体量在两年内增长了 20 倍，2015

年营业额暴涨 1142%，毛利率高

达46%。

然而好景不长。在日益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盛陵海向记者指出，

虽然出货量仍很大，但 FPC 的市

占率目前下降比较明显。这主要是

因为汇顶科技的高速增长，挤压了

FPC原本所占有的市场份额。

自 2014 年量产后，汇顶科技

的指纹业务迅速放量，从 2015 年

尚不足FPC的10%，到2016年7月

在 营 收 上 与 FPC 已 几 近 达 成 平

手。如今，在华为、vivo、中兴、

小米、魅族、LG、Nokia、华硕等

主流品牌的旗舰手机上，已经可以

看到汇顶科技指纹传感器的身影，

例如小米6、华为P10等。

从最新的财报情况来看，汇顶

科技应该已经超越 FPC 稳坐全球

安卓阵营指纹识别第一把交椅。根

据 汇 顶 科 技 2017 年 第 一 季 度 财

报，公司营业收入为7.31亿元，同

比增长 90.21%，净利润达到 1.75

亿。其中指纹识别芯片业务占总营

收的 75.1%，已经达到 5.48 亿元。

而 FPC 同 期 营 收 约 为 5.36 亿 元

（685.9 百万瑞典克朗），利润同比

下降88%，约为4200万元。

“这主要是因为汇顶科技在性

价比和规格方面有一定竞争力，特

别是汇顶科技一开始就注重开发正

面指纹识别技术，FPC一开始是背

面方案为主。另外，FPC是欧洲公

司，汇顶科技与国内厂商配合还有

模组厂配合也会比较好。”盛陵海

向记者解释道。

（下转第8版）

指纹识别芯片市场走向红海？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工业

基础能力是制造业综合实力和国家

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工业强基

工程相继列入 《中国制造 2025》

和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全面

提升我国工业基础能力进入了一个

新阶段。

五年来，通过实施工业强基工

程，以技术创新突破“四基”制约，补

齐制造业发展短板，多领域核心基

础零部件（元器件）取得重要突破，

部分关键基础材料产品和技术填补

国内空白，先进基础工艺取得较快

发展，产业技术基础体系进一步完

善，切实解决了重点产业发展、重大

整机装备等国家战略需求急、国外

限制垄断重、前瞻发展要求高的四

基“卡脖子”问题，为制造强国建设

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实施重点突破项目

解决“卡脖子”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产业链

存在的关键瓶颈环节，我国开展了

一批示范项目建设，截至 2016 年，

共支持了 276 个项目，带动总投资

423亿元。

攻关关键基础材料，助力大国

重器。五年来，工业强基工程突破

了一系列关键基础材料，为高铁、核

电等大国重器提供了有力保障。共

支持62种关键基础材料，涉及93个

项目，总投资约 161.5 亿元，其范围

涵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轨道交通、海洋工程、电

力装备等重点领域。（下转第2版）

工业强基：解决“卡脖子”问题初见成效

本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

布《关于深入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

融合管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简称

《指导意见》），旨在推广普及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加速技术创新和管理

变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竞

争力，加快制造强国建设。

《指导意见》提出了主要目标：

到2020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

体系初步形成，超过 5 万家企业开

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遴选确

定 200 家以上贯标示范企业，培训

超过100万人次，基本形成规范、有

序、健全的市场化机制。15万家企

业开展两化融合自评估、自诊断、自

对标，两化融合发展数据地图成为

政府、行业、企业分业施策的重要依

据。形成一批两化融合新方法、新

工具、新解决方案，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成为引领企业战略转型、组织变

革、技术创新、生产方式和服务模式

转变的重要抓手。

《指导意见》提出了四大重点任

务：一是建立健全标准化组织体系，

完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二是

普及推广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持续

打造企业新型能力。三是持续建设

两化融合发展数据地图，推动分级

分类发展。四是健全开放协作的市

场化运行体系，提升服务质量。《指

导意见》指出，将推动组建全国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加强与其他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的协作，加快标准制修订和产业化

应用。鼓励行业组织、重点企业、服

务机构、科研院所等积极参与，适时

组织成立重点领域与行业分技术委

员会，共同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的标准化组织体系。依托学会、协

会、商会、联合会以及产业技术联盟

等社会团体建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团体标准的推进机制。 （布 轩）

本报讯 7月5日，中国开放对

象标识（OID）应用联盟 2017 年会

暨工业大数据和标识服务论坛在北

京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

肇雄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肇雄指出，工业互联网作为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系统深

度融合所形成的关键网络基础设

施，是工业创新转型的关键依托，对

推动工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

展，保障产业安全发展意义重大。

标识解析体系是关键的网络基础设

施资源，是工业互联网的中枢神经

系统，建立一个统一的标识体系是

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基础。OID

标识解析体系作为工业互联网中广

泛采用的标识技术之一，为工业产

品互联提供了独立于网络变化的

“身份证”，有助于打通产业上下游

数据，促进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域

数据的互联互通，支撑工业互联网、

工业大数据发展。

陈肇雄表示，OID 应用联盟要

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完

善机制，打造产业生态。加强与行

业、地方等各类资源的合作，探索形

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

法，打造多方协作、互利共赢的产业

生态。二是联合攻关，突破核心技

术。整合产学研用各方面的优势资

源，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突

破标识数据关联、数据互连安全机

制等关键技术，形成兼容性强、安全

可控的标识解析体系。三是贴近需

求，加快应用推广。发挥联盟自身

优势，引导更多工业企业参与工业

互联网、工业大数据试点示范，广泛

采用OID技术，推动OID标识技术

在重要产品追溯、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电子文件管理等重点领域推广

应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柴洪峰，工业

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

司、科技司、信息通信管理局、装

备工业司、电子信息司以及农业

部、商务部、卫计委、林业局、安

监总局、交通部、食药监局、全国

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等单位的有

关领导参加了论坛活动。

（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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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制造之基，不仅关乎一
国制造的品质，更决定着制造业
发展的潜力。党的十八大以来，
经过多年努力，针对产业链存在
的关键瓶颈环节，我国一批“卡脖
子”问题初步解决，工业基础不牢
的局面得到改观，为制造强国建
设打下了更加厚实的基础。

一是工业基础领域初具规
模 。 新 材 料 产 业 总 产 值 已 由
2010 年的 0.65 万亿元增至 2015
年的近 2 万亿元，部分新材料产
能已位于世界前列。10 种有色
金属产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
一，产业规模增长迅速。2015年
全国粗钢产量8.04亿吨，尽管增
幅减缓，但我国粗钢产量仍占全
球比重的49.54%。

二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增
强。新型平板显示用高纯靶材、高
阻尼/高回弹橡胶及热塑性弹性体
材料等关键基础材料的突破，打破
了国外的长期垄断，有效支撑了我
国各类大工程、大项目，大量节约了
国家资源。轨道交通装备的IGBT
自主研制成功，并实现产业化。

三是开展了一批示范项目建
设。五年来，我国工业强基工程共
支持62种关键基础材料，涉及93个
项目，其范围涵盖了新一代信息技
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
海洋工程、电力装备等重点领域；支
持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59项，
涉及12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成果突
破了一系列困扰我国制造业发展的
共性问题，提升了我国的工业发展
质量；支持11项先进基础工艺，涉及
15个项目，项目涵盖了精密铸造、增

材制造、轻量化、超大型构件成形
等工艺；支持了工程机械高压液压
元件可靠性研究试验检测技术、锂
电子动力电池工艺装备技术等40
余项工业强基平台类项目，为“四
基”企业解决行业共性问题提供了
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基础支撑。

四是部分产业聚集区自发形
成。深圳已经形成了从芯片到整
机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显示产业
规模超 1000 亿元，成为全球重要
的平板显示产业基地；武汉“中国
光谷”光电器件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到 60% ，国 际 市 场 占 有 率 达 到
12%，光纤光缆国内市场占有率超
过 50% ，国 际 市 场 占 有 率 达 到
25%；瓦房店、洛阳、苏锡常镇、新
昌 4 大轴承产业聚集区的销售收
入占全国轴承行业的30%。

五是大量小巨人企业涌现。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世
界上领先的胶合晶体及精密光学
元件生产商，产品 90%以上出口，
被国际业界誉为中国牌晶体；深圳
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
最大的红外截止滤光片企业，占全
球市场份额三分之一，也是全球最
大的智能手机触摸屏供应商；宁波
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是全球产
销量最大的注塑机制造商；深圳顺
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市占率全
球前三的片式电感龙头企业。

工艺是制造的筋骨，即使是在
智能化、自动化大力推进的今天，
对机器的打磨和精度的控制仍是
摆在制造业面前的课题。随着工
业强基工程相继列入《中国制造
2025》和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
全面提升我国工业基础能力将进
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苗圩在哈工大为部属高校
师生讲授思政课

本报讯 7 月 10 日，工信部部

长苗圩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为部属高

校师生讲授思政课，并与现场师生

就建设制造强国有关情况及部属高

校使命担当展开了一场深入交流。

苗圩指出，无论从世界工业革

命历史，还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实践

看，制造业都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技

术创新的主战场、人才的主要聚集

领域，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力量。他列举了 18 世纪中叶工业

革命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崛起的

实例，并通过对比分析旧中国、新中

国成立后30年、改革开放以来不同

历史时期，中国工业经历的一穷二

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变

化，阐述了“制造业兴则国家兴，制

造业强则国家强”的观点。他指出，

在看到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

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制造业大而

不强，与世界主要制造强国相比存

在较大差距的客观现实。

苗圩指出，为抢占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形势下竞争的战略

制高点，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高

瞻远瞩，作出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

部署，即加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

力争通过 3 个 10 年的努力，到新中

国成立 100 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

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打下坚实基础。这就是我们的制造

强国梦。《中国制造 2025》是第一次

从国家战略层面描绘建设制造强国

的宏伟蓝图，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

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他用

“一二三四五五十”即“一个目标、两

化融合、‘三步走’战略、四项原则、

五条基本方针、五大工程、十个领

域”生动地向师生介绍了《中国制造

2025》的核心内容。

苗圩指出，建设制造强国的号角

已经吹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用几十年

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

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时隔150多年

后重新获得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

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

就。面向未来，实现制造业由大变

强，我们满怀信心。

基于对历史发展脉络的纵向分

析和对国内外制造业发展的横向比

较，苗圩指出，人才是最重要的资

源，是创新的根基，是实现制造强国

梦的关键。 （下转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