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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实施制造强省

战略，深化精品制造工程，提高供给

质量和水平，促进安徽省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安徽省经信委日前出台

《“安徽工业精品”提升行动计划

（2018—2022 年）》（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

据悉，《行动计划》主要目标是，

通过《“安徽工业精品”提升行动计

划（2018—2022年）》的实施，在制造

业领域打造一批名品、名企、名家、

名牌、名园，培育一批“品质卓越、技

术领先、性能优良、用户赞誉、效益

良好”的安徽工业精品，着力提升安

徽工业精品在质量、标准、管理、品

牌等方面核心竞争力，推动“安徽工

业精品”成为引领制造强省建设新

标杆、产业发展新增量和高质量发

展新载体。

为打造“工业精品”，安徽经信

委采取如下重点行动：

一是，提升精品制造创意设计

能力。引导企业走“创意设计+制造”

之路，建设一批工业设计中心，培育

一批网络化创新设计平台，加快工

业设计高端化、品牌化、产业化。到

2022 年，建设 300 家以上省级工业

设计中心。

二是，提升精品制造创新能力。

进一步提升自主企业创新能力，按照

“储备一批、认定一批、淘汰一批、提

升一批”路径，构建国家、省和市企业

技术中心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企业

自主创新体系，将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成为企业集聚各类创新资源的载体、

技术研发供给和产品创新的策源地。

到 2022 年，省企业技术中心总数将

达到 2000 户，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

构覆盖率达到40%以上。

三是，提升精品制造标准供给

能力。开展传统产业标准提升工程。

以先进标准引导企业实施技术改

造，逐步提高企业主导产品采用国

际先进标准的比例。开展消费品标

准提档专项行动，推动家用电器、消

费类电子产品、服装服饰产品等重

点行业与关键国际先进标准比对验

证工作，推动重要消费品内外销产

品“同线同标同质”。

四是，推进精品制造模式创新。

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工业云平台，

发展企业间协同研发、众包设计、供

应链协同等新模式，降低资源获取

成本，延伸资源利用范围，加速从单

打独斗向产业协同转变，促进产业

整体竞争力提升。

五是，提升精品制造有效供给

能力。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工业强

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等工程，加快

提高产品质量技术水平。深入实施

消费品“三品”战略，差异化增品种、

标准化提品质、精益化创品牌，推动

产品供给向“产品+服务”转变、向中

高端迈进。

六是，提升精品制造质量管理

水平。支持企业提高质量在线监测、

在线控制和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追

溯能力。推进质量工艺优化，组织关

键共性质量技术攻关，提升“四基”

（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

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质

量可靠性和质量控制技术水平。七

是，提升安徽工业精品品牌影响力。

加强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建设，加快

推进安徽省工业企业建立首席品牌

官制度，对标《工业企业品牌培育管

理体系》，组织企业开展品牌培育试

点示范，支持专业机构开展质量品

牌诊断活动，推动企业参与有影响

力的品牌评价，提升品牌附加值。

本报讯 日前，石家庄市政

府印发了 《关于加快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引导

集成电路产业集聚，提升产业优

势，延伸集成电路产业链条，促

进该市集成电路产业较快发展。

石家庄市将依托现有科研院

所技术研发优势，着力提升集成电

路产业竞争力，培育壮大集成电路

产业规模，打造全国领先的专用集

成电路设计制造基地。到 2020

年，力争石家庄市集成电路产业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 30%以

上，着力形成以集成电路专用材

料、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加工

制造、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为核心的

较为完备的集成电路产业链。

石家庄将着力实施集成电路

产业聚集工程、专用集成电路设

计“强芯”工程，科技创新工

程、项目建设工程，以及产业承

接和引入工程。其中，将重点发

展微波集成电路设计、射频集成

电路设计、超大规模 SoC 电路设

计等，加快科研成果孵化转化，

打造全国领先的专用集成电路设

计制造基地；加快12英寸硅外延

片、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 （SiC）

单晶及碳化硅外延材料等关键材

料研发与产业化，到2020年，形

成年产碳化硅单晶衬底10万片生

产能力；加强已有科技创新研发

平台建设，重点抓好 1 个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1 个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实验室、2 个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2 个省级工程实验室

和 7 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

申请、建设；主动承接京津产业

转移，以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项目

为起步，引进外部集成电路设

计、封装测试企业，发展高端硅

材料及封装材料产业，延伸集成

电路产业链条，逐步形成较为完

备的集成电路产业链。

安徽发布“工业精品”提升行动计划
到2022年建设300家以上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石家庄完善集成电路产业链建设

本报讯 日前，首个由政府主

导的华东无人机基地正式揭牌启

用。该基地是国内首个正式允许

无人机开展多场景测试、应用的基

地，将担负起无人机的研发测试、

展示交易、行业应用、培训教育、运

行管理的重要任务，并进一步引领

上海及华东地区无人机产业发展。

据悉，该基地在民航华东管理

局、上海市交通委、上海市经信委、

金山区政府、空军94826部队的共

同推动下成立的，现有 58 平方公

里陆地空域、1平方公里试飞起降

点，拥有纵横两条长 800 米、宽 30

米十字型跑道。

华东无人机基地担负着三大

功能：民航试飞基地——提供无人

机飞行业务管理、飞行服务、运行

监控保障等，建立无人机组装测试

中心、无人机科普教育基地，提供

陆地无人机机场和水上无人机机

场试飞，相关无人机试飞空域及航

线全部获批使用，初步具备便捷的

无人机飞行环境。

应用示范基地——提供陆地

无人机和水上无人机场景应用支

持，用于物流配送、影视拍摄、公安

执法以及消防救灾等。

产业基地——着力引进无人

机骨干企业，开展无人机研发、制

造、组装及无人机企业孵化系统，

打造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无人机

产业体系，带动无人系统产业在金

集聚、集群发展。

华东无人机基地基地内配套

近 5000 平方米飞行综合服务机

库，以及约 20 万平方米的无人系

统产业园，可供无人机厂商实验试

飞、设计研发及生产制造。基地远

期还将继续规划1个200平方公里

陆上空域、1 个 200 平方公里海上

空域、2 个无人机试飞起降点（中

小型无人机试飞起降点和大型无

人机试飞起降点），以及 1 条海上

无人机物流运送航线，两片空域有

空中走廊连接。

华东无人机基地揭牌启用
（上接第1版）在第二季度财报说明

会上，台积电曾表示，7纳米在第三季

度占比将达 10%以上，第四季度在

20%以上，明年将超过30%。此外，台

积电加强型 7 纳米工艺也将于今年

试产，5纳米制程将于2019年试产。可

以说，台积电工艺技术将居领先地

位。台积电去年晶圆代工市占率已攀

高至56%，坐稳了全球代工龙头宝座。

在格芯宣布战略调整后，格芯

曾经的老东家 AMD 便宣布，将把 7

纳米芯片生产全部转移到台积电或

者其他代工企业。AMD的7纳米产

品线包括 Zen 2 架构处理器核心

Navi GPU等，其中定于年底推出的

7 纳米 GPU 和明年发布的 7 纳米服

务器CPU已经在台积电流片。

面对咄咄逼人的台积电，三星也

是全力以赴。三星电子在此前举行

的财报说明会上表示，将采用“极紫

外光刻（EUV光刻）”推进7纳米工艺

的开发。EUV能大幅提高电路形成

工序的效率，7纳米以下的产品曾被

认为难以实现商用化，而 EUV是能

使之成为现实的创新技术。三星电

子高管强调说，三星是全球首家将

EUV 全面用于量产工序的企业，同

时宣称会在今年下半年量产7纳米+

EUV 工艺，追赶并领先台积电。不

过，目前三星电子的 7 纳米+ EUV

工艺的良品率和质量仍然存在风险。

英特尔推进10纳米工艺之路则

一再出现跳票，至今仍未推向市

场。英特尔表示，其 10 纳米芯片将

于2019年发布。对此，高盛曾表示，

英特尔的芯片制造技术是一个大问

题。不过，基于英特尔长期积累的

技术实力，业界仍然相信其仍将攻

克10纳米工艺。虽然台积电和三星

已经宣布完成7纳米工艺开发，但第

一代7纳米工艺的晶体管密度、长度

等参数，仍与英特尔期望中的 10 纳

米相同。英特尔依然是更先进工艺

节点的有力竞争者。

中国代工除企业利益

还需考虑产业利益

面对当前国际半导体制造产业

形势，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是

否应该学习格芯的策略？毕竟，就

目前中国企业的工艺技术水平以及

资本实力，相比格芯而言，还有一

定的差距。对此，莫大康认为：

“中国代工业还不能完全学习格芯

的做法。因为在中国，除了企业利

益之外，还有一个产业利益的因素

需要考虑。中国 IC 业要想避免出

现掐脖子的现象，就必须咬牙坚持

下去。”

不过，莫大康也承认，鉴于当

前的市场形势，随着工艺向着尖端

演进，订单将越来越集中在少数手

机、PC、服务器、AI 等 IC 设计大

厂手中。即使中国 IC 制造企业开

发出了 7纳米工艺，订单依然不会

很多，至少前期不会很多。

“ 因 此 ， 前 期 首 先 要 形 成 能

力，但是 7纳米研发出来以后，应

该不用大规模投入资金，购入大量

设备，建设很大规模的生产能力。

可以视市场开发情况而定。但是中

国首先要解决一个 0 与 1 的问题，

先进工艺的生产能力一定要有！”

莫大康表示。

此外，中国目前面向 7 纳米等

先进工艺技术开发的研发中心已经

有好几个了，这难免会出现力量分

散的弊病。在 7纳米的研发上，就

连联电、格芯这些企业都认为将来

会出现投入产出比不对等的情况。

中国企业与研究机构的技术条件

更 弱 于 前 两 者 ， 如 果 再 分 散 力

量，困难就会更大，投入产出比

也会更加的不对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格芯在

宣布放弃 7纳米的同时，还宣布正

在建立独立于晶圆代工业务外的

ASIC 业务全资子公司。据了解，

该独立ASIC实体将为客户提供7纳

米及以下的晶圆代工替代选项。

莫大康认为，这种做法中国企

业其实是可以借鉴的。7 纳米工艺

的研发难度确实很大，投入也很

多 。 而 ASIC 的 代 工 相 对 容 易 一

些。初期阶段，中国企业可以学习

这种做法，先开发形成 ASIC 芯片

制造能力，然后再向通用工艺平台

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