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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子业转型之问
本报记者

高阳

从拥有第一家半导体企业起，我国台湾
地 区 的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已 经 走 过 了 46 个 年
头。从 80 年代以“代工五虎”为代表的代工
企业崛起，促使我国台湾地区成为世界第三
大电子产业聚集地，到 2005 年把握智能手机
兴起的机遇进入成长快车道，再到通过相关
部门的帮助攻克技术难关，打造了 IC 设计、
制造和封测一条龙体系，电子业已经成为宝
岛的“经济灵魂”。
然而，由于市场需求增速放缓和激烈的
价格竞争，我国台湾地区 2016 年电子行业出
现下滑，尤以电子组装业务最为严重。面对
严峻的形式，我国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走
到了必须转型的十字路口。
近日，
《中国电子报》记者在第 42 届“台
北国际电子产业科技展”前夕，走访了我国台
湾多家主要电子零部件和测试设备等公司，
试图从中分析我国台湾电子业能够持续发展
的源头、转型动因以及未来走向。

如何走出代工局限？
据悉，在我国台湾地区 1850 家上市公司
中，有 830 家与电子产业相关，是名副其实的
“电子宝岛”。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是上游半导体公司，包括材料、设
备、设计、制造与封测；还有一类是电脑与手
机代工厂商及配套零组件公司，而代工则是
技术门槛最低的突破口。然而，并不是所有
的企业都像台积电一样，能够将代工做到极
致。当整个产业主要依赖于代工业的时候，
便是整个产业最为脆弱的时候。以代工起家
的我国台湾企业，必须走出代工的局限。这
也是任何一个后发者的必经之路。
据统计，我国台湾电子信息产业 2016 年
产值为 3.6 万亿元人民币，较 2015 年营收同
比下降 2.0%。而这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由
同行业间价格战所导致的。
“我们是这场价格战的幸存者。”世骏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Tenmars）总经理刘炳渊对
《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由于市场价格的大

说。这一企业重心的转移也使得明纬企业在
2016 年的销售额持续增长了 11.8%，达到 7.8
亿美元，在台湾地区电子业整体下滑的情况
下实现了逆势增长。
固 纬 电 子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GWINSTEK）的 Marcom 专 员 王 育 晖 则 对 记 者 表
示，正是通过与大学研究所的合作和人才的
培养，才使得固纬电子逐步掌握了核心技术
并积极在大陆市场布局实行错位生产，使得
企业在逆境中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

下一个增长点在哪儿？

图为明纬企业产品装配流水线

幅波动，使得台湾大部分代工企业深受其害，
而以 OEM/ODM 起家的世骏电子来说，能
从一次次的价格波动中“幸存”，与其积极拓
展产品类别的战略目标不无关系。
“除了为 vivo、华为代工的一些电子器件
外，我们还拥有各类检测设备的产品线。”刘
炳渊说。记者在世骏电子总部看到，除了传
统的电源检测设备，世骏电子还将产品的焦
点集中到了环境检测上，低频噪音针、甲醛侦
测器、CO1/CO2 探测针、辐射探测针、风速
计、太阳能功率表、高阻计、电磁测试器等产
品从大型设备到手持型的 mini 设备均有涉
猎。而也正是由于在“价格取向”的电子行业
独辟蹊径的战略，使得世骏电子能够在一轮
又一轮的价格战中得以崛起。
“在拥有良好的
经营战略和前瞻性的市场眼光之下，价格并
不意味着一切。”刘炳渊说。
同样，依靠半导体测试设备起家的致茂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Chroma）则在精密电子
测量仪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包括自动化测试
系统、智慧制造系统、整合式测量和自动化
解决方案在内的产品集群。其中，致茂自有
品牌产品的销量达到了 95%，在 2016 年合并

收入达到 3.87 亿美元。
“ 因为我们是做技
术导向性产品和 Turnkey 解决方案的，所
以我们可以做品牌，而且利润足够高。公
司只有 30%的人在做生产，从事研发的人
员比例能够达到 38%。”致茂电子总经理
室特别助理张承濂告诉《中国电子报》记
者 。 由 于 掌 握 着 超 过 100 项 核 心 技 术 和
全球范围内的 669 项专利，致茂电子在电
源 供 应 器 测 试 设 备 、被 动 元 件 与 测 试 设
备、视频与色彩测试、电气安规测试设备
等领域牢牢占据了我国台湾地区第一、世
界前三的位置。
在积极扩充产品集群的过程中，自主
的设计与合理的产业布局也是支撑我国台
湾电子企业实现迅速转型的两大支柱。
“我
们目前产品设计的 80%都是在台湾地区本
部 完 成 的 。”明 纬 企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MEAN WELL）的企划专员赖羿纶对记
者表示。同时，明纬企业早在 1993 年便在
中国大陆开始积极布局，并分别在广州、深
圳、苏州设立分公司及工厂。
“ 明纬目前的
OEM 产值只占总量的 1%，而我们在大陆
设立的工厂的产量则占到了 82%。”赖羿纶

面对终端 PC 市场持续衰退、智能手机
规模增速趋缓的形势，对于曾经依靠 PC 代
工和手机潮流成长起来的我国台湾传统电子
企业来说，目前摆在眼前更严峻的问题是：下
一个增长点在哪儿？
《中国电子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我国
台湾电子企业，甚至是大学、科研院所正在向
对技术水平和标准要求更高的专业商业领域
转型，例如物联网、医疗、工业领域以及系统
化集成、Turnkey 解决方案和软件配套提供
领域拓展。在全球新一轮科技浪潮中，我国
台湾企业似乎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
VR/AR 中寻找到了新的拐点。
“在产业结构转变中，积极扮演协助产业
转型的重要角色。我们将技术盘点和整理、
知识平台建立、企业连接管道拓展、网络关联
经营、技术分享活动举办以及推广和业务拓
展等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极具自身特色的发
展道路。”长庚大学工学院院长赖朝松教授对
《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长庚大学生化和生医工程研究
所所长吴旻宪和他的团队正在积极研究智能
化的穿戴设备。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生物
医学工程博士饶有兴趣地向记者展示了其团
队的最新产品——用于监测婴儿睡姿的智能
腰带。
“我们将电子产业领域的声学监测技术
与生物医学相结合，推出了面向 C 端的婴儿
检测设备，从而弥补了传统视频检测设备的
不足。”吴旻宪说。
台湾骨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研发顾问

王民良则向记者展示了结合了 VR、AR 的穿
戴医疗眼镜。
“ 在临床测试过程中我们发现，
该眼镜的使用将帮助主刀医生在手术中节省
40%的时间。”王民良表示。据了解，该款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穿戴设备已经在今年
的 CES 展上亮相。
“IoT 智能化、智能工厂（工业 4.0）以及
工业云平台将是我们未来的重点发展的方
向。”新汉股份有限公司（NEXCOM）物联网
事业部总经理彭启峰向《中国电子报》记者
指出。
作为从 PC 代工起家的新汉股份来说，
面向高新技术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PC 原本
就 是 IOT 的 一 部 分 ，因 此 转 型 也 是 理 所 当
然 。”彭 启 峰 表 示 ，
“ 我 们 企 业 从 2012 年 向
IOT 转型以来，已经将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工
业监测、医学风险监测、工业云平台解决方案
等诸多方面。”新汉从产品的制造商一举转型
成为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在“轻资产”策略的
指引下，使之在硬件之外，寻找到了新的增长
点。在 M2M2Cloud 领域，新汉已经做到了
世界第三的位置；在 Big SCADA 方面，也已
跻身世界前十。
“ 未来，我们会聚焦于设备轻
便化以及更为智能、高效的设备间交流领域，
深耕前行。”彭启峰表示。
在 2C 端 ，桦 纬 物 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DEXATEK）则向记者展示了智能物联网在
家庭中的运用。
“ 台湾企业只知道 IOT，但是
如何使用 IOT？如何借助其实现企业的顺利
转型？这才是我们现在亟须考虑的问题。”桦
纬物联总经理陈信宇对记者表示。桦纬物联
在去年展开了同富士康的合作，推出了拥有
自主产权的∑CASA 云服务平台。
作为鸿海集团工业电脑产品群的一部
分，能够更为快速地获悉市场情况，并且推
出与苹果公司的 Homekit 或是亚马逊的 Alexa 相配套的智能家居设备，从烟雾警报器
到 门 窗 震 动 监 测 器 再 到 灯 光 、空 调 控 制 器
等。
“ 我们预计，智能家居物联网在今年将会
大幅度增长 60%左右，明年将会是智慧家居
的爆发年。而我们的家庭云平台系统也将
从智慧家居扩展到智慧交通与智慧楼宇。”
陈信宇说。

2017 年度电子信息行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暨优秀质量信得过班组（先进单位、个人）名单
一、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发表各杯赛前十名
海尔杯前十名
1.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逆风者 QC 小组
2.东芝大连有限公司万花筒 QC 小组
3.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魔塑”之心 QC 小组
4.河南新飞家电有限公司阳光天使 QC 小组
5.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升空 QC 小组
6.青岛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小创客 QC 小组
7.天津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新星 QC 小组
8.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产品检验处 QC 小组
9.西安黄河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暴风 QC 小组
10.成都联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晨曦圈
TCL 杯前十名
1.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跃动 QC 小组
2.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叮当猫 QC 小组
3.TCL 海外电子（惠州）有限公司夯实 QC 小组
4.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持续改善 QC 小组
5.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一路前行 QC 小组
6.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精益求精 QC 小组
7.贵州振华华联电子有限公司英雄联盟 QC 小组
8.环鸿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连接圈
9.惠阳联想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星火圈
10.东芝大连有限公司源泉 QC 小组
东信杯前十名
1.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创优 QC 小组
2.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天目 QC 小组
3.TCL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节能降耗”QC 小组
4.联想（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百纳 QC 小组
5.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初现”QC 小组
6.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蓝精灵 QC 小组
7.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梦想 QC 小组
8.河南新飞家电有限公司想到做到 QC 小组
9.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新 QC 小组
10.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司南 QC 小组
上海空间电源杯前十名
1.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让测试飞翔 QC 小组
2.联想（北京）有限公司齐心协力圈
3.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鹰眼 QC 小组
4.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全球通 QC 小组
5.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微组装检验 QC 小组
6.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卓越 QC 小组
7.TCL 海外电子（惠州）有限公司“拓荒”
QC 小组
8.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知行合一 QC 小组
9.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七星 QC 小组
10.深圳振华富电子有限公司微光 QC 小组
联想杯前十名
1.TCL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闪电”
QC 小组
2.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燃烧吧青春 QC 小组
3.三洋电子(东莞)有限公司提速 QC 小组
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传输精英联盟 QC 小组
5.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尖兵 QC 小组
6.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老司机”QC 小组
7.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超跃 QC 小组
8.西安黄河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冰 QC 小组
9.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迅雷圈
10.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挑战极限-蚂蚁 QC 小组
四创杯前十名
1.TCL 海外电子（惠州）有限公司“蜂鸟”
QC 小组
2.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精进 QC 小组
3.联想系统集成(深圳)有限公司协力圈
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多媒体产业公司无极限 QC 小组

5.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火花 QC 小组
6.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改进 QC 小组
7.TCL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HOWEVER"QC 小组
8.昆山康佳电子有限公司超越 QC 小组
9.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四研究所勇往直前 QC 小组
10.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东信网络克难攻坚 QC 小组
西科杯前十名
1.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彩虹 QC 小组
2.南京溧水新源农电发展有限公司永阳腾飞 QC 小组
3.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冲压件厂奋进 QC 小组
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工程物资管理 QC 小组
5.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快乐的 SOG-QC 小组
6.深圳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风向标 QC 小组
7.联想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蚂蚁圈
8.TCL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天行健”QC 小组
9.青岛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战狼 QC 小组
10.中电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精益求精 QC 小组
上海空间电源杯(信得过班组)前十名
1.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光伏事业部原片班
2.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波导班
3.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商用空调张作良钣金班
4.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603 喷涂班
并列 4.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子阵装配组
5.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太阳电池单片组
6.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技术组
7.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系统支持组
8.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熔压班
9.青岛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全自动 B 线检验班
10.彩虹能源服务公司水气部 803 站
中电质协杯(六西格玛项目)前十名
1.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舒适风壁挂式空调设计项目
2.青岛海尔新能源电器有限公司一体壁挂式空气能热水器优化升级项目
3.青岛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降低冰箱噪音不良
4.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光伏事业部降低光伏冷端损失率
5.嘉兴敏惠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提高 C 车型格栅饰条电镀合格率
6.联想（北京）有限公司降低北京厂售后制程问题不良率
7.河南新飞家电有限公司提高十工位生产效率
8.嘉兴敏实机械有限公司提高 A 车型座椅滑轨合格率
9.重庆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降低 B 线工程不良率 30%
10.重庆海尔制冷电器有限公司降低冰箱内漏市场损失率 30%
二、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先进单位
1.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陕西黄河集团有限公司
3.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彩虹集团公司
5.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6.天津七六四通信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7.天津市中环天佳电子有限公司
8.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上海夏普电器有限公司
10.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12.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13.联想（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4.成都联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
16.海尔集团公司
17.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8.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19.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1.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福耀玻璃（重庆）有限公司
23.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
24.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25.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四研究所
26.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六研究所
27.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
28.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三研究所
29.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四研究所
30.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31.环鸿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32.爱普生精工（深圳）有限公司
33.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34.零八一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35.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36.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
37.深圳振华富电子有限公司
38.西安黄河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40.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1.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2.武汉滨湖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三、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领导者（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序）
1. 王小焱 青岛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
2. 王文生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 王征英 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 王晓龙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 田述仁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毕于清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7. 吕 明 彩虹集团公司
8. 任贤全 海尔集团公司
9. 刘初春 联想系统集成(深圳)有限公司
10.刘 勇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11.刘 磊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四研究所
12.孙当民 西安黄河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李云飞 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14.李百社 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5.李刚毅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六研究所
16.杨智宝 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
17.吴向东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三研究所
18.吴英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何淑英 贵州振华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20.张明熤 天津市中环天佳电子有限公司
21.张荣升 TCL 王牌（惠州）有限公司
22.陈华飞 零八一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3.陈 亮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四研究所
24.陈洪春 嘉兴敏惠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5.武忠平 惠阳联想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26.林立强 摩托罗拉（武汉）移动技术通信有限公司
27.周明立 青岛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
28.赵立国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29.姜 楠 天津七六四通信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30.娄本明 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
31.秦克景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32.钱 波 武汉滨湖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33.翁飞科 贵州海尔电器有限公司
34.高 福 中国振华集团永光电子有限公司
35.郭 辉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36.郭端端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37.黄大革 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
38.韩宝良 陕西黄河集团有限公司

39.戴其龙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四、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推进者（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序）
1. 于广飞
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2. 王 东
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 王 刚
合肥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
4. 王志阔
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5. 王金英
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
6. 巨小宝
西安黄河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毛守勇
四川长虹多媒体产业公司品管中心
8. 方 鹏
摩托罗拉（武汉）移动技术通信有限公司
9. 毕新辉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10.回景旺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11.朱 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12.朱德刚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3.任进良
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4.刘宏芸
TCL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
15.刘 贤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四研究所
16.农继胜
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
17.孙华磊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8.孙 姝
上海夏普电器有限公司
19.李先锋
联想（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李仲梅
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
21.李修平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22.李 哲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李 敏
环鸿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24.杨小樱
零八一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5.杨少华
陕西黄河集团有限公司
26.杨 华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六研究所
27.杨秀彪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
28.杨治华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29.杨 磊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吴 群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四研究所
31.张天文
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
32.张 薇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33.陈 军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4.陈现威
河南新飞制冷器具有限公司
35.陈 波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6.陈 浩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37.陈 晶
青岛海尔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38.林静华
青岛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
39.罗 佳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40.金 菊
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1.屈军燕
彩虹集团公司
42.屈建社
陕西黄河集团有限公司
43.骆 文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44.粟 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
45.夏林胜
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
46.倪军峰
环鸿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47.高绪寿
陕西黄河集团有限公司
48.郭丽萍
中国振华集团永光电子有限公司
49.郭松昌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50.黄明磊
彩虹集团公司
51.彭 超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三研究所
52.彭 煜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
53.敬 军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
54.韩成娟
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5.曾庆培
深圳振华富电子有限公司
56.熊 稳
武汉滨湖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57.樊辉红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感分公司
58.戴冠元
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