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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半导体市场年会
在南京召开

智能网联汽车加速到来

2017 年 中 国 彩 电 业 寒 风 刺

骨，大部分企业艰难求存。中怡康

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市场彩电

零售量同比下滑 8.1%，是过去 15

年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最近，

传统四大彩电品牌海信、创维、

TCL 和 康 佳 陆 续 发 布 2017 年 年

报，几家欢喜几家愁。总体看，年

报数据折射了行业危机，也映射出

产业转型的急迫性。

年报公布

TCL逆势上扬

作为中国彩电行业的老大，海

信承受了一定的市场压力，但其行

业老大的地位彰显出的实力仍是追

赶者暂时难以超越的。2017 年年

报显示，主营彩电的海信电器实现

营业收入 330.09 亿元，同比增加

3.69%；但受电视市场低迷以及面

板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42 亿元，

同比减少 46.45%。海信在年报中

透露，公司在中国市场零售量和零

售额占有率双双排在第一位，而且

和第二位的差距还在拉大。

同时，海信在面板价格大幅上

涨态势下承受了压力。年报数据显

示，海信电视业务收入 301 亿元，

虽然有所增加，但是营业成本的增

幅比营收高出了5个百分点，毛利

率同比减少3.88个百分点。无论是

国外业务还是国内业务，海信的毛

利率均在减少。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创维身

上。根据 2017 年年报，创维数码

受成本上涨 32.68%的影响，净利

润较去年下跌八成，是几大彩电品

牌中承压最为严重的一个。不过，

创维的年营收有了 20%以上的增

长，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来自关

键原材料如面板、存储芯片等的价

格上涨。

在几个彩电大佬中，TCL 的

业绩分外亮眼。年报显示，TCL

液晶电视销量实现 5 年来最大增

幅，超额完成 2323 万台的销量。

中国市场 LCD 电视机销售量同比

微跌 2.7%至 916 万台；海外市场

LCD电视机销售量同比增加33.5%

至 1407 万台。集团营业额首次突

破 400 亿港元，同比上升 22.4%至

408.2亿港元，创历史新高。

处于管理机制改革中的康佳意

外地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佐

证了其内部管理改革方向的正确

性。年报数据表明，康佳集团营收

跃升到 312 亿元，净利润 50.57 亿

元，其中彩电业务虽然收入120亿

元，同比下滑3.87个百分点，但是

利润达 19.3 亿元，增长了 10.46 个

百分点。特别是毛利润增加了2个

百分点，效率提升成果初步显现。

面板涨价

深度拖累彩电业绩

客 观 来 看 ， 海 信 、 创 维 在

2017 年经受的挫折其实也是彩电

市场承受的压力。去年电视关键部

件面板的价格持续了 14 个月的上

涨，在2017年4月份到达顶点。面

板成本占据了电视整机的六七成，

面板涨价，电视机价格不能比对着

面板上涨的幅度同样上涨，因为这

样会挫伤终端消费市场的消费能

力。要么电视厂商拿出利润默默消

化这部分上涨，要么小幅度提价，

同时在其他方面弥补利润差。由于

彩电产品的净利润极薄，彩电厂商

在成本上涨的危机面前回旋的余地

并不大。

（下转第8版）

本报讯 记者李佳师报道：为

推动汽车智能化、网联化技术发展

和产业应用，推进交通运输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规范智能网联汽车道

路测试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交通运输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

印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

规范（试行）》。4 月 12 日，工业和

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联合

举行《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

规范（试行）》（以下简称《管理规

范》）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辛国斌出席会议介绍了《管

理规范》的有关情况，并会同工业

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

陈因，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庞松，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巡视员、副局长李

江平，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和行业代

表、专家回答了记者提问。发布会由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司长李

东主持。

会上，辛国斌代表三部门介绍

了《管理规范》的有关情况，并就如

何贯彻实施好《管理规范》提出了建

议和要求。

辛国斌指出，发展智能网联汽

车意义重大，不仅是解决汽车社会

面临交通安全、道路拥堵、能源消

耗、污染排放等问题的重要手段，也

是构建智慧出行、服务新型产业生

态的核心要素，更是推进交通强国、

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的重要载

体，已成为新时代汽车产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突破口、全球汽车产业技

术变革的战略制高点。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发展，《中国制造 2025》已将

智能网联汽车列入十大重点发展领

域之一，《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明确智能网联汽车是汽车产业

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在国家制造强

国建设领导小组下，专门成立了 20

个部门组成的车联网产业发展专项

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先后安排专项

资金支持智能网联汽车关键技术研

发和应用示范，发布国家智能网联

汽车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成立中国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开展

封闭、半封闭区域测试验证等。我

国主流乘用车企业已在加快研发自

动驾驶技术，自主供应链体系正在

构建，互联网企业与汽车行业融合

发展不断加强。

在谈到制定《管理规范》的迫切

性时辛国斌指出，首先，道路测试是

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研发和应用

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记者陈炳欣报道：4

月12日，由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和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

的“2018 中国半导体市场年会”在

南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罗文出席会议并致辞。

罗文指出，半导体产业是支撑

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信息安全

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加

快发展半导体产业是抢抓新一轮科

技和产业革命机遇，培育发展新动

能的战略选择，也是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根本举措。

为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实现跨

越式发展，罗文提出六点建议：一是

充分发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推进纲要》的战略引领作用。解决

融资体系配套、产业转型优化、国际

合作深化等突出问题。二是着力提

高产业创新能力。加快集成电路制

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组建先进制造

工艺、智能传感器等国家级创新中

心，支持地方建设省级创新中心，统

筹各类资源，加大对集成电路核心

技术研发投入，组织实施芯火计划，

打造创新产业体系。三是注重提升

产业供给体系质量。着力抓好大项

目建设，实现CPU等大众战略产品

率先通过，在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实

施协同研发计划，加快攻关一批关

键产品，抢占人工智能等核心芯片

制高点。四是进一步深化产业对外

合作。积极吸引国外资金，鼓励企

业扩大国际合作，拓展国际市场。

五是加快设立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二

期，明确投资范围和投资指南等事

宜，以资本为纽带推动集成电路产

业协同发展，提振行业投资信心。

六是加强人才培养引进，推进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加强培养有实战能

力的工程型人才。

大会期间，在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南京江北新区和东南大学的

共同支持下，举行了“南京集成电路

创新中心”启动仪式。

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蓝绍敏，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周子学

等出席大会并讲话。来自政府、园

区、协会、企业、科研机构及高校等

一千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智能网联汽车正开启一个万亿

元的新市场，从 Uber 到谷歌，从特

斯拉到苹果，从通用到宝马，目前全

球的互联网巨头、汽车企业巨头纷

纷在自动驾驶的新赛道上，加速布

局。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情况如

何？我们应该如何加速中国智能网

联汽车的发展？这些问题备受关

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

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以

下简称《管理规范》），给中国智能网

联汽车加速发展带来了利好。

中国加速

智能网联汽车布局

智能网联汽车是宽带移动通

信、智能汽车、智慧交通三大产业的

融合，将带来新的万亿级市场。

（下转第5版）

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

展，是以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为原则

的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中创

新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也是

价值链上高利润、高附加值的领

域。在制造强国建设进程中，必须

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将加快发展

先进制造业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推

进，努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

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一、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先进制造业既包括新技术催生

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包括利

用先进适用技术、工艺、流程、材料、

管理等改造提升后的传统产业。加

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实现发展方式

转变的重要抓手，是破解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中

国制造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关键

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实现发

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先进制造

业具有技术先进、知识密集、附加值

大、成长性好、带动性强等特征。有

研究表明，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域年

人均产出是非先进制造业领域的 2

倍，每个先进制造业岗位可带动供

应链上3.5个工作岗位。当前，我国

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支撑制造

业快速增长的成本优势日益弱化，

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趋紧，传

统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

发展必须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

者素质提高，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先

进产能比例，能够推进制造业向价

值链中高端跃升，促进发展模式向

绿色集约方向转型，实现发展方式

的根本性转变。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是破解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途径。

我国制造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主要

表现在低端供给过剩和高端供给不

足。在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同

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

产品还不能满足需求。供给结构还

不适应需求的新变化，产业整体处

于价值链中低端。比如，近年来我

国消费者到海外购买电饭煲等产

品，这些产品国内完全能够生产而

且产量还很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的现象？关键是我们的产品在质量

与品牌上与国外高端产品仍有较大

差距。先进制造业不仅体现为产品

技术上的先进，也体现为先进的生

产模式和管理方式。发展先进制造

业，能够强化创新的引领作用，优化

要素配置，提升质量品牌附加值，扩

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供给体

系的质量和效率，破解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

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

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经济必须

依靠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的核心

是制造业。制造业从低端逐步向中

高端升级迈进，是支撑大国经济实

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根本力量。加

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能够促进实体

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

源协同发展，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

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为实现

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参与国际

竞争和保障国防安全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

二、准确把握我国先进制

造业发展的新形势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的攻关期。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

命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

成历史性交汇，我国先进制造业发

展环境更趋复杂，需要科学分析和

准确把握新的形势。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李佳师

本报记者 闵杰

本报讯 近日，全国产业政策

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召开，工信部总

工程师张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工信

部产业政策司司长许科敏作了会议

总结。

张峰指出，近年来，产业政策在

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是工

业和信息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不可或缺的重要保

障。为做好下一阶段产业政策工作，

张峰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产业政策工

作，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准确

研判国际国内形势，把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作为新时代产业政策的主

攻方向。一是坚持创新驱动，实现重

点突破；二是坚持协调发展，优化产

业布局；三是坚持绿色发展，优化产

业结构；四是坚持扩大开放，提高产

业国际化水平；五是坚持民生为本，

体现共享发展。针对2018年的产业

政策工作，张峰强调，产业政策系统

要研究重大问题，加强政策储备；瞄

准实施效果，强化监督检查；加强政

策评估，适时调整修订。要加强部门

之间政策协同，部门和地方工作的

统筹，相关智力支持资源的统筹。要

处理好国际与国内、创新和继承、管

理和服务、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会议期间，张峰还就部重大研

究课题《健全新时期产业政策体系

和作用机制》开展了调研，主持召开

有关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产业园区管委会等参加的座谈会。

会议围绕2018年度服务型制造

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工业文化发

展、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转移等

工作，分别进行了部署和工作经验

交流。 （耀 文）

全国产业政策工作座谈会
在武汉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