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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与证监会联合召开
工业互联网产融结合座谈会

本报记者 陈炳欣

热点解析
热点背后的新闻

本报讯 记者顾建萍 徐恒报

道：8 月 31 日，工信部、中国证监会

联合召开工业互联网产融结合座谈

会，就工业互联网发展思路、未来布

局以及在产融结合方面的探索等进

行研讨。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主席助理张慎

峰出席会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陈肇雄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加快发展工业互联

网对于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实体

经济振兴，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必须高度重视，

切实发挥产融结合的重要推动作

用，打通产业发展、科技创新、金融

服务生态链，形成产融结合、良性互

促的发展格局。会议强调，服务工业

互联网和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是资

本市场使命和职责所在，要进一步

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制度规则，努力

提升证券行业专业化服务能力。

工业互联网企业、证券经营机

构等行业代表，工信部、证监会相关

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 8月31日，第十四届中

国（南京）国际软件产品和信息服务

交易博览会（下称“软博会”）在南京

开幕。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江苏省

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南京市委书

记张敬华，江苏省副省长樊金龙，江

苏省副省长马秋林，南京市委副书

记、市长蓝绍敏等领导出席了开幕

式。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张峰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张峰指出，软件是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核心和灵魂，数字经济是信

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在驱动经济

增长、培育新市场和新增长点、实

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下一步，工业

和信息化部将以两化融合为主线，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网络

进一步演进升级，推动信息领域技

术创新突破，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构筑形成网络

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数

字经济新形态。

本届软博会以“数字世界、智领

未来”为主题，以营造产业发展环境、

展示发展成果、探索产业发展趋势、

推进交易合作为主线，集中展示软件

产业发展成果，以及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

5G等领域的技术、产品、应用成果和

发展趋势，为全球软件企业搭建交流

合作平台。

在软博会同期的中国数字经济

高峰论坛上，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

代表围绕软件产业面临的机遇、数字

经济新智能、构筑数字产业生态等方

面，对软件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进行

了全方位研讨。 （布 轩）

中国（南京）国际软件产品和
信息服务交易博览会举办

本报讯 8月31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共同主办的

2018“一带一路”纺织服装产业发展

论坛在乌鲁木齐召开。工业和信息

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罗文，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赵青，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高勇出

席论坛并分别致辞。

罗文指出，纺织服装产业是我国

国民经济传统支柱产业，也是重要的

民生产业和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的

产业。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纺织服装

行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攻关期，提高

科技含量，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绿色

转型，加强国际合作，创造以质量品

牌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推动纺织服

装行业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

革，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

一项重要任务。

罗文表示，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是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各类

资源要素交流的重要门户。第二次中

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发展纺织

服装产业带动就业战略以来，在党中

央、国务院领导下，经过自治区各级政

府和纺织全行业的共同努力，新疆纺

织服装产业快速发展，全疆棉纺、服装

产能成倍增长，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带

动就业作用充分显现。

罗文指出，“一带一路”伟大构

想，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新局面，也

为新疆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阔步

走向世界舞台提供了重大机遇。建

议新疆在下一步工作中：

一是充分发挥棉花资源优势。

进一步优化新疆棉花品种，提高棉花

内在品质。加快新疆棉纺自动化、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提高棉纺质量效

率，建设全国高质量棉纱生产基地。

立足棉纱、粘胶纤维优势，发展针织、

家纺、服装等终端产品，拉长产业链，

提高附加值，完善产业体系。

二是加大开拓向西合作力度。

充分利用西行班列带动纺织服装产

品出口，在发挥独特区位优势实现快

速响应市场需求的同时，牵引内地企

业加快向新疆转移，在此基础上加强

与沿线国家的市场合作、技术合作、

投资合作，推动产业互融、合作共赢。

三是注重纺织服装产业绿色发

展。坚持绿色发展，走生态文明的新

路子。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要兼顾环

境承载能力，积极采用先进绿色制造

技术，优先发展就业容量大、环境污

染少的产业。

四是营造更好营商政策环境。进

一步加强新疆纺织服装行业发展战略

和规划研究，优化政策支持引导，保

持政策基本稳定和落实执行，发挥好

企业主体作用，增强企业发展信心，

营造公平公正营商环境。 （耀 文）

2018“一带一路”纺织服装产业
发展论坛召开

8 月 28 日，全球第二大的纯晶

圆代工厂格芯（GLOBALFOUND-

RIES）宣布将重新部署 FinFET 发

展路线图，搁置 7 纳米 FinFET 项

目，并调整相应研发团队，一大部分

顶尖技术人员将被部署到 14/12纳

米 FinFET 衍生产品和其他差异化

产品的工作上，包括提供射频、嵌入

式存储器和低功耗等一系列创新

IP及功能的平台。

这是今年年初汤姆·嘉菲尔德

接任首席执行官后，格芯在公司发

展战略上做出的一次重大调整——

放弃追赶最尖端的先进工艺演进步

伐，转而将发展重点放在差异化产

品解决方案的市场之上。作为全球

主要代工厂之一，格芯的这一动

向引发了广泛关注。其对中国

IC 制造业是否同样具备借鉴意

义呢？

搁置7纳米

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半导体行业中“大者恒大”的

定律再次发威。格芯宣布将重塑

技术组合，依照汤姆·嘉菲尔德所

阐述的战略方向，今后格芯的关

注重点将调整为在高增长市场中

为客户提供差异化的产品解决方

案，放弃对7纳米以及未来的5纳

米、3 纳米 FinFET 工艺的追逐。

“我们正重组我们的资源来转变

业务重心，加倍投资整个产品组

合中的差异化技术，有针对性的

服务不断增长的细分市场中的客

户。”汤姆·嘉菲尔德表示。

格芯之所以会做出这一重要

调整，业界普遍认为主要出于经

济方面的考虑。格芯首席技术官加

里·巴顿强调，做出这一决定并非基

于该公司面临的技术问题，而是基

于该公司在其7LP平台上获得的商

机以及财务方面的考虑。格芯难以

吸引到长期的业务，来支撑7纳米、

5 纳米甚至 3 纳米工艺所需的巨额

资金。

半导体行业专家莫大康指出，

随着半导体产业分化加剧，很多企

业的发展将会偏向于选择更加务实

的方式。格芯放弃 7 纳米的投资，

是更加务实的选择。根据市场公司

IBS 的数据，7 纳米工艺的研发，至

少要有3亿美元的投入，3纳米要15

亿美元，5纳米要 5亿美元，10纳米

要 1.7 亿美元。这还只是工艺的开

发投入，要想形成产能，投入的资金

规模就会更大。大量投入开发一套

工艺，如果在市场上无法获得足够

的订单收入，将带来极大的经营压

力。格芯正是认识到7纳米的投入

产出比不够高，在企业营利为主要

考量之下，主动放弃了对 7 纳米等

先进工艺节点的追踪。

其实放弃7纳米先进制程的研

发，格芯并不是第一家。联电早在

去年就曾宣布暂缓跟进10纳米和7

纳米，转而走更为务实的路线，依靠

现有工艺提高公司盈利。

影响产业格局

三强竞争成形

随着格芯的退出，未来全球最

尖端的先进工艺制造领域，将成为

台积电、三星、英特尔三强竞争的

舞台。

目前，台积电 7 纳米工艺已进

入量产，首发主力订单为苹果 A12

芯片，未来出货放量的客户还有华

为海思、高通、博通、AMD及赛灵思

等主要 IC 设计公司。台积电既有

的10纳米客户将会逐步转换至7纳

米，预估至第四季度10纳米占营收

比重将低于10%。

（下转第5版）

据Strategy Analytics研究报告，

2018年第一季度，高通、三星、联发

科、华为海思和 UNISOC（展讯和

RDA）在全球蜂窝基带处理器市场

中收益份额位列前五。高通继续以

52%的基带收益份额保持第一，其

次是三星和联发科。与 4G 时代的

“高通独大”现象不同，5G时代的手

机基带芯片厂商经过几番竞争，市

场群雄割据，各大厂商陆续推出实

力强劲的产品。

行业巨头

竞相布局5G芯片

8 月 22 日，高通宣布即将推出

采用 7nm 制程工艺的系统级芯片

（SoC）旗舰移动平台，该平台可与

高通骁龙 X50 5G 调制解调器搭

配。高通声称，该 7 纳米 SoC 面

向顶级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终

端，是业内首款支持5G功能的移

动平台。目前，该平台已经向开

发下一代消费终端的多家 OEM

厂商出样。此外，高通破例透露

发布时间，表示更多完整信息将

会在2018年第四季度公布。

在5G基带芯片领域内，高通

虽然拥有多年的研发积累和尖端

技术，但依然面对强有力的竞争

对手。一周前，三星刚刚发布

Exynos Modem 5100，与高通的

产品相比，采用的是 10nm 制程

工 艺 ，符 合 5G 新 无 线 电

（5G-NR）的最新标准规范。如

果说工艺技术的领先能让高通骁

龙 在 面 对 三 星 Exynos Modem

5100时泰然自若，那么面对来势

汹汹的华为麒麟 980，高通似乎

需要另外的突破口。8 月 30 号，

华为官方发布海报，宣布工艺

SoC 芯片——麒麟 980 将采用 7nm

工艺制程，并于 31 日正式对外发

布。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

曾表示，相比高通骁龙 845，麒麟

980 在性能上将会有极大的优势。

此外，华为还研制了自家移动设备

5G基带，将其命名为 Balong 5000，

可以用于麒麟 980。除了华为，联

发科的 M70 也采用的是 7nm 工艺

技术，今年 6 月初便已正式对外发

布 。 在 2018 年 台 北 国 际 电 脑 展

（COMPUTEX 2018） 的 记 者 会

上，联发科明确表示，2019 年将有

机会看见搭载联发科 5G 基带芯片

的产品推出。

至此，这场“5G芯片之争”愈演

愈烈，与4G时代高通统领市场的格

局不同，越来越多的实力厂商在这

场“5G芯片竞赛”中争先恐后。“从芯

片的角度来看，5G 市场要比 4G 市

场更加多元化。”Gartner研究副总裁

洪岑维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说。

“5G芯片涵盖的应用范围相当

广泛。除了高通外，华为、Intel、三

星与联发科都有5G芯片方案，只是

针对的应用范围不同。华为与三星

的5G芯片方案，目前锁定在中小型

基地台，Intel与高通则锁定智能手

机、笔记本电脑应用、车联网方面。

所以大体来说，在应用范围增加的

情况下，5G的市场格局会变得更加

热闹，自然也存在更多竞争与机

会。”集邦咨询拓墣产业研究院分析

师姚嘉洋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说。

格局生变

中国市场重要性凸显

在这场5G角逐中，对于高通来

说，苹果订单的离开无异于雪上加

霜。不久前，高通在财报会议中确

认，2018年新款 iPhone将全面停止

使用高通基带芯片。（下转第6版）

群雄逐鹿5G芯片 市场化面临诸多挑战
本报记者 顾鸿儒

本报讯 9月2日，由中国企业联

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的“2018中

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在陕西省西

安市举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

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出席论坛全体

大会并作主题报告，陕西省委副书记、

省长刘国中，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翁杰明，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秘书长丛亮，工业和信息

化部总经济师王新哲出席并分别致

辞。大会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

长兼理事长朱宏任主持。

王新哲在致辞中指出，大企业是

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骨干，是推动创

新创造、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支柱。新

时代大企业发展，要顺应新形势、把握

新机遇，攻坚克难、跨越升级，争创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为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做出新的贡献。

一是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大企业要矢志创新、固本培元，着力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企业发展装上

新引擎，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推动者、参与者和受益者，努

力成为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先锋队。

二是着力创新企业管理。深刻

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

展的契机，适应创新协同化、制造智

能化、组织扁平化、协作全球化的趋

势，主动调整战略定位、发展模式和

管理机制，积极变革，推动企业形态

和产业模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创造企

业管理的中国模式。

三是着力打造高品质的产品和服

务。深入了解和把握市场需求变化，调

整优化产品结构，主动与国际先进水

平对标达标，加强品牌建设，推动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

量、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下转第6版）

2018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
在西安举行

张鹏张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