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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圩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

以更高标准和要求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创新发展

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启动建设

深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
提升工业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信息技术

产业砥砺奋进，发展迅猛，开启了新

的伟大历史征程，逐步实现了从“赶

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

越。信息技术作为制造业创新发展

的引擎，为我国推进信息化和工业

化深度融合，抢抓新工业革命机遇

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深

刻认识到，工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快速发展，使网络安全威胁向

工业领域加速渗透，网络攻击手段

日趋复杂多样，工业信息安全面临

严重安全隐患。新形势下，如何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正确处理好制

造强国建设和工业信息安全的关

系，探索走出一条符合新时代发展

需要的工业信息安全道路，仍需进

一步厘清思路，统筹规划，切实做好

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一、深刻认识工业信息

安全复杂多变新形势

（一）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的大
规模高强度攻击事件频发，严重
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自

2010 年“震网”事件爆发以来，工

业信息安全事件频发，事件数量

整体呈上升趋势。2017年，开源第

三方代码库漏洞（Devil’s Ivy）威

胁数百万联网系统安全，新型勒索

软件（Bad Rabbit）袭击东欧诸国，

工控恶意软件（TRITON）导致能

源工厂停运等工业信息安全事件，

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重大

影响。

（二）工业控制系统频曝高危漏
洞，网络攻击手段愈发多样。2017

年，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

心（以下简称国家工信安全中心）跟

踪研判工业信息安全相关漏洞近

400 个。 （下转第3版）

本报讯 7月3日，国家集成电

路创新中心和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

中心建设启动会在上海市举行，工

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罗

文，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波

出席会议并讲话。

罗文指出，集成电路和智能传感

器这两个产业都是关系制造业发展

全局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性、先导

性和战略性产业，也是各国抢占科技

制高点、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领域。

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不仅是集成电

路和智能传感器两个领域创新发展

的一个新平台，也是应对新一轮科技

和产业革命的新举措，更是抢占产业

竞争制高点的新手段。

罗文要求，按照“一个明确、四

个突出”抓好制造业创新中心建

设。一要着力解决集成电路工艺、

功能器件结构、材料、系统集成等方

面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不足问题；

二要通过产业创新联盟组织协同开

展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示范应用；三要加强股东成员之间

的紧密合作，建立起联合开发、优势

互补、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创

新机制；四要通过技术成果转化、企

业孵化、企业委托研发和为行业提

供公共服务等方式，推动集成电路、

智能传感器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向产

业转移转化；五要在实践中不断创

新商业模式，逐步实现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自我造血和自我发展。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院士，中

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所长王曦院士分别代表两家创新中

心在会上讲话。

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是由复

旦大学、中芯国际和华虹集团等单

位共同发起，以上海集成电路制造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为依托，围绕集

成电路关键工艺节点和系统集成开

展共性技术研发。国家智能传感器

创新中心是由上海新微、中电海康、

格科微电子等 14 家单位共同发起

筹建，以上海芯物科技有限公司为

依托，通过关键共性工艺技术的研

发，建设研发平台、检测技术平台、

设计服务平台、工程服务平台等，促

进传感器产业链协同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

范书建、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吴胜武，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马春雷、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陈鸣

波，以及两家创新中心股东单位、联

盟单位、上海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的代表等200余人参加了启动会。

（耀 文）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7月3

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在广州召开

“5+2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汽

车与智慧交通应用示范区经验交流

会”。本次会议对各智能汽车与智

慧交通应用示范区建设经验进行了

交流总结，对示范区发展路径、智能

汽车与智慧交通发展、汽车电子产

业发展进行了研讨，旨在加快推进

我国汽车电子产业智能化发展及智

能计算平台核心共性技术发展，推

动汽车电子、车载智能计算平台在

示范区的测试验证，为制定汽车电

子智能化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乔跃

山在会上作总结讲话。交通运输部

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昕介绍了交通

运输部在推动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

方面所做的工作。

乔跃山在讲话中指出，当前，我

国电子信息产业迫切需要寻找新的

增长点，汽车电子已成为重要突破

口之一。组织开展基于宽带移动互

联网的智能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示

范，对于形成电子信息产业新增长

点，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从

更高的层面上看，开展应用示范工

作有助于推动我国智能汽车和智慧

交通领域自主创新技术产品研发应

用，培育自主产业生态体系，抢占下

一代互联网和下一代汽车制造技术

与产业发展制高点。

对于示范区建设工作，乔跃山

认为，要把准“三个定位”。一是要

把示范区建设成为前沿技术的测试

验证区。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7月4

日，由汽车电子产业联盟、广州市工

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 2018

中国汽车智能计算平台大会在广州

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罗文出席会议并致辞，广东

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陈良

贤和广州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陈志英出席并致辞。

罗文在致辞中指出，智能化是

汽车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它不仅

将带来汽车产品形态的根本性变

化、颠覆传统汽车技术体系和产业

格局，还将引发消费者出行和生活

方式的变革、信息技术和通信方式

的变革、信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变

革，甚至将极大地加速人类社会文

明的进程。

罗文强调，汽车智能化的关键，

在于构建具有感知、计算、通信、决

策等功能的新型体系架构，设计实

现数据融合、高速计算、智能决策、

协同控制能力的智能计算平台，完

成汽车行驶和信息交互过程中多源

海量异构数据的高速计算处理，为

决策和控制提供实时响应，实现汽

车的自动驾驶、联网服务等功能。

全球主要国家都瞄准智能计算平

台，积极抢占汽车、信息技术产业新

一轮战略制高点。

罗文表示，我国企业在汽车智

能计算平台方面已经开始了一些积

极的探索，但由于我国汽车电子相

关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技术积累不

足，相关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

机制，发展仍然面临艰巨的挑战。

这就要求我们全行业统一认识，凝

聚合力，坚持创新驱动、跨界融合、

重点突破、系统推进，加速电子信息

和汽车产业“换道超车”。

罗文指出，工业和信息化部作

为行业主管部门，下一步将重点推

进以下工作：一是抓住一个核心，就

是构建汽车智能计算架构，推动电

子系统协同控制技术、高带宽信息

通信技术等关键技术和高端传感

器、智能芯片、控制器等产品发展，

形成以汽车智能计算架构为核心的

产业生态体系。 （下转第2版）

2018中国汽车智能计算平台
大会在广州举办

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
示范区经验交流会召开

近日，吉林奥来德与上海金山

工业区签署 AMOLED 材料项目投

资合作协议，拟在金山区投资 6 亿

元建设年产 1 万千克 AMOLED 用

高性能发光材料及 AMOLED 发光

材料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部分弥

补中国 OLED 材料本土化配套的

不足。

但是像吉林奥来德一样有一定

技术积累的国内OLED材料企业还

是少数。目前，OLED 材料基本被

国外企业垄断。例如，UDC与国内

所 有 即 将 量 产 或 者 已 经 量 产 的

OLED面板企业都签署了OLED技

术许可协议和材料采购协议。我国

OLED 产业刚刚兴起，OLED 材料

就被卡脖子了，该如何应对？

国内OLED材料

依赖国外企业

6 月，维信诺 6 代线、柔宇类 6

代线、天马 6 代线先后宣布启动运

行、点亮投产、量产出货，去年已经

量产的京东方成都6代线产能正在

爬坡中。2018年，随着多条产线进

入量产，中国 AMOLED 面板营收

和销量有望实现大幅度增长。

而且未来两三年内还有新的产

线陆续量产，面板厂商对 OLED 材

料需求将不断增加。DSCC报告也

显示，2017 年 OLED 材料收入增长

43％，达到 8.69 亿美元。预计到

2022 年，OLED 材料市场年复合增

长率将达 24％，届时市场将达到

25.6亿美元。

面对巨大的市场机遇，烟台显

华、西安瑞联、鼎材科技、三月科技、

江西冠能等国内企业涌入 AMO-

LED 材料市场。但是这些材料厂

商大部分缺乏长时间技术积累，更

无 核 心 专 利 的 拳 头 产 品 。 国 产

OLED 材料主要停留在验证阶段，

真正进入量产线的较少，而且都是

一些非关键的OLED材料。一位面

板材料采购人员透露，他们会采购

少量国内 OLED 材料主要用于测

试、验证，但是终端客户群比较看重

专利，目前量产线还未采用国产

AMOLED 材料。另一位面板企业

相关负责人也指出，他们很早就开

始研究 OLED 材料，而且和上游材

料企业合作开发，从种类来看，目前

国 产 AMOLED 材 料 使 用 占 比 达

10%左右。

与国内 OLED 材料企业不同，

国外OLED材料企业技术布局非常

早。出光兴产1998年就布局了蓝光

染料最核心的专利，迄今为止仍是

最好的蓝光结构。UDC磷光染料专

利 1997 年就发布了，要跳过 UDC

的 专 利 同 样 非 常 难 。不 只 国 内

OLED 面板厂商，甚至韩国三星

Display、LG Display 的 OLED 材料

也要依赖UDC。出光兴产虽然没有

像 UDC 对磷光 OLED 材料达到垄

断的程度，但是它在蓝光 OLED 材

料市场具有非常强的掌控力。

目前，红色发光材料、绿色发

光材料、蓝色发光材料和电子传输

材料几乎被国外企业垄断。陶氏

化学占据74%的红色发光材料市场

份额，出光兴产占据 69%的蓝色发

光材料市场，三星 SDI 占据 50%的

电子传输材料市场份额、51%的绿

色发光材料市场份额。辅助发光层

材料和空穴传输材料虽然没有被一

两家厂商垄断，但是同样被少数几

家材料厂商瓜分殆尽。鼎材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任雪燕表示，上述材

料厂商在材料细分市场中的地位一

时难以撼动，因为它们材料性能稳

定，技术难度高。

加速弥补

OLED材料短板

OLED 材料的研发没有捷径，

需要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出光兴

产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开始

试验 OLED 技术。出光兴产电子

材料部门商业战略总经理 Taka-

mitsu Nagase 曾表示：“我们在 10

年时间里掌握了所有关键专利。

但直到过去三四年，这才发展成为

真正的业务。” （下转第6版）

OLED产线陆续量产，材料短板如何补？

本报讯 记者邱江勇报道：7

月 5 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领

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暨第一届全国信

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573）第一次全体

会议在北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

党组书记、部长，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苗圩出席会议并

讲话。

苗圩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的重要思想，并将其作为推进两化

深 度 融 合 的 根 本 遵 循 和 行 动 指

南，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始终坚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

苗圩指出，过去五年，我国两

化深度融合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要

深刻把握两化深度融合的新定位

新要求新使命，站在新时代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方位，以更

高的标准和要求，推动两化深度

融合创新发展。要坚持把推动两

化深度融合作为制造强国和网络

强国建设的“扣合点”，以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以促进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为重点，持之以恒推进两化深

度融合。

苗圩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

切 实 统 一 到 党 的 十 九 大 战 略 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

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思想上来，

要牢牢抓住融合发展这条主线，

加强高质量标准的有效供给，加

速中国方案的国际化推广，继续做

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

大文章。

会上，全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

合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宣告

成立，并审议通过了《全国信息化和

工业化融合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章程》（审议稿）。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

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全国信息化

和工业化融合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全体委员等参加会议。

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
系统安全处处长 廖凯

本报记者 林美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