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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设厂再掀汽车芯片热潮

热点解析
热点背后的新闻

AIAI：：边缘侧迎春天边缘侧迎春天 商业化提速商业化提速
——2019年电子信息产业热点展望之二

本报记者 李佳师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高层论坛（2019）举行

展望展望20192019

存储器厂商减资过冬存储器厂商减资过冬
本报记者 顾鸿儒

本报讯 近日，中国电动汽车
百人会高层论坛（2019）在北京举
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
长苗圩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苗圩表示，过去一年，工业和信
息化部会同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决策部署，群策群力、密切配
合，共同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一是强化部门协同，激发市
场活力。贯彻实施《乘用车企业平
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
行管理办法》，完成2016、2017年度
积分核算和交易工作。该办法促进
了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协
调发展，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巩固
了产业良好发展态势，达到了政策
的预期目标。二是布局智能网联，
推进跨界融合。会同相关部门发布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
《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等文件，加强顶层设计，
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发展。在
中德两国总理的见证下签署中德关
于自动网联驾驶领域合作的联合意
向声明，举办专场展示活动。与北
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世界智能网
联汽车大会，搭建交流平台，促进产
业融合和创新发展。三是狠抓质量

安全，保障平稳发展。组织专家深
入分析新能源汽车安全事故问题产
生原因，启动事故调查机制，并加快
电动汽车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制
定，组织行业制定发布电动汽车安
全指南，坚决遏制事故上升势头。
四是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共同发
展。组织召开汽车行业进一步扩大
开放座谈会，配合有关部门制定汽
车产业放开外资投资限制时间表和
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方案，向世界展
示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开放力度。在
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保持了良好势头，产业
规模持续扩大、技术水平显著提升、
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配套环境日
益完善，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127.0万辆和125.6万辆，连
续四年居世界首位，动力电池单体
能量密度达265瓦时/公斤、价格在
1.0元/瓦时以下，较2012年分别提
高2.2倍、下降75%。

苗圩指出，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明显带动了投资、就业和税
收增长，全产业链投资累计超过
2 万亿元，孕育了发展新动能，
还有效带动了全球传统汽车企业
加速转型。 （下转第2版）

近期，集邦咨询半导体研究中
心发布最新数据，2019年DRAM产
业总资本投入约 180 亿美元，年减
约10%。不久，三大DRAM存储厂
商发布最新业绩报告，调低2019年
DRAM 资 本 支 出 。 投 资 放 缓 ，
DRAM市场即将迎来新变动。

三大存储厂齐“跳水”

最近，在半导体存储领域，出现
了一波“跳水运动”。

三星电子最近公布了第四季度
盈利预测，预计第四季度综合销售
额最高可达59万亿韩元，同比下降
10.6%、环比下降9.9%，营业利润为
10.8万亿韩元，同比下降28.7%、环
比下降 38.5%。在第四季度赢利

“大跳水”的前提下，三星表示，2019

年DRAM投资总金额控制在80亿
美元左右，主要用于先进制程的研
发以及新产品的开发。据了解，目
前三星平泽厂（Line18）扩产计划已
经停止。与2018年持续扩产相比，
三星此举可谓是“急踩油门”。

三星不是唯一一家进行“跳水
运动”的厂商。韩国存储器大厂SK
海力士（SK Hynix）在最新的 Q3
季度业绩报告中表示，第三季度总
收入为11.42万亿韩元，营业利润为
6.47 万亿韩元，净利润为 4.69 万亿
韩元。SK 海力士在业绩报告中称
Q3的季度收入、营业利润和净利润
是“创纪录的”。可即便如此，SK海
力士依旧宣布2019年DRAM投资
金额降低到约55亿美元，主要用以
持续新制程的研发与良率的提升。
2018年SK海力士在无锡建设第二
座晶圆厂，计划产能20万片/月，采
用1Xnm工艺。与大刀阔斧增产的

2018 年相比，SK 海力士在 2019 年颇
有些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三大DRAM存储厂商
之一的美光同样参与了“跳水运动”。
据美光2019财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
其第一财季收入79.1亿美元，略低于
2018年第四财季84.4亿美元。美光在
业绩报告中表示，2019年第一财季其资
本支出投资为24.8亿美元，比预计的减
少12.5亿美元，以期望调低库存持续升
高的状况。据了解，美光目前不论是在
瑞晶（中国台湾美光存储器）、华亚科
（中国台湾美光晶圆科技）、原Elpida广
岛厂等都没有扩产计划。

两大因素导致投资减少

集 邦 咨 询 半 导 体 研 究 中 心
（DRAMeXchange）最近公布了一项调
查，2019年DRAM产业用于生产的资
本支出总金额约为180亿美元，年减约

10%，是近年来最保守的投资水平。
“三大存储厂降低2019年资本

支 出 ，原 因 之 一 在 于 期 望 阻 止
DRAM 价格下跌的趋势。”集邦咨
询半导体研究中心资深协理吴雅婷
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2018年第四季度前后，DRAM
的价格反转直下，平均销售单价有
近8%的跌幅，尤其体现在标准型存
储器、服务器存储器与利基型存储
器，跌幅都接近10%。至于移动存储
器，也有近5%的跌幅。集邦咨询半
导体研究中心预测，2019年第一季
度DRAM价格下调幅度约为15%，
第二季预期将收敛至10%以内。

“存储的价格已经进入下跌阶
段，而且下跌的势能不会太少。存储
厂商希望阻止价格下跌趋势，采取‘减
少资本支出’这种保守行动是一贯的
做法。”半导体行业专家莫大康告诉

《中国电子报》记者。 （下转第5版）

本报讯 1月15日，中国通信
标准化协会第16次会员大会在北
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罗文指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信息通信行业被赋
予了更丰富的内涵，深度融入了人
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各种新技术，催生出
诸如车联网、远程医疗、电子商务
等各种新的应用场景、新的商业模
式，成为社会数字经济和各行各业
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罗文强调，信息通信标准化
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的部署，坚定不移地推进
两个强国建设，强化标准化重大
战略和重大问题的研究，不断提
升信息通信标准的技术水平、创
新能力和国际化程度。

罗文要求，信息通信业重点做
好3个方面的标准化工作，一是聚
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高质量
标准体系；二是要强化融合创新，引
领和支撑两个强国建设；三是要立
足全球市场，深化国际标准化合作。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
奚国华出席会议并致辞，工业和信
息化部科技司、信息通信发展司、
网络安全管理局等有关司局的负
责人参加会议。 （布 轩）

本报讯 1月16日，国务院新
闻办举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新闻发布会。会上，工业和信
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了2018
年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情况，并
回答了记者提问。

辛国斌表示，过去的一年，面
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全
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打好
三大攻坚战，认真落实“六稳”要
求，加快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
建设，全年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迈出了
坚实的步伐。同时，我们也看到，
进入 2018 年下半年后，我国工业
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
而复杂的变化，内需增长动力减
弱，结构调整阵痛凸显，工业经济
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下行压
力有所加大。但是，在国内强大市
场需求、完整的产业体系、便利的
基础设施等有利条件支撑下，特别

是我们还有制度和体制方面的优
势，我们认为，我们还是有很大的
发展潜力。只要大家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万众一心、共
同努力，我们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
挑战，实现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辛国斌强调，2019年，工业和
信息化部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部署，立足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
建设全局，在“巩固、增强、提升、畅
通”八个字上下功夫，统筹推进稳
增长、强基础、补短板、调结构、促
融合。重点从六个方面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建立健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体系，重点是政策
体系、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二是
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重点抓好国
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关键领域
核心技术攻关、工业强基等专项工
程的实施。三是深化制造业结构
调整，重点是坚持不懈去产能，加
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促进新兴产
业发展，培育先进制造业产业集
群。四是培育更具竞争力的优质
企业，深入贯彻实施《中小企业促
进法》，推动落实金融支持小微企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下转第2版）

工信部将从六方面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第16次会员大会召开

日前，特斯拉超级工厂在上海临
港产业区正式开工建设，受此影响特
斯拉相关概念股纷纷上涨。作为智
能汽车的核心部件，车用芯片领域持
续受到关注，也将掀起一波产业热
潮。智能汽车有望成为继智能手机
之后芯片行业最重要的应用市场。

芯片成智能汽车产业核心

传统汽车业向着智能化、网络
化、电动化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其
中，电动化以节能与新能源为方向，
网络化以互联、交互等为代表，智能
化以人车环境信息共享和辅助驾驶、
自动驾驶为方向。而芯片在以上趋
势中都发挥着核心关键的作用。

特斯拉不仅在电动汽车技术上
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平，智能化、网络
化方面同样占据领先地位。计划在
上海临港投产的Model 3车型无论
是导航服务、语音导航、巡航控制、防

撞辅助、倒车辅助增强、车速辅助、智
能温度预设，还是自动紧急制动、盲
点警报、代客模式等方面均十分先
进，车内中也安装了诸多类型的芯片

产品。有数据称，一辆特斯拉Model 3
消耗的半导体价值达1500美元。

特斯拉对车用芯片的开发也非常
重视。此前，特斯拉CEO伊隆·马斯

克（Elon Musk）曾在其推特上公开
表示，公司正在开发新一代 Auto-
pilot自动驾驶系统，有望于2019年
正式亮相。 （下转第5版）

本报记者 陈炳欣

每一年开春，我们都希望捕捉
风的轨迹，希望可以顺势而为。人工
智能（AI）作为ICT领域最热门的技
术之一，在 2019 年会吹什么样的
风？资本是真的冷了还是方向变了？
有哪些不可预测的变量？有哪些关
键难点需业界应对？大规模应用会
在哪里引爆？这些成为关注点。

5G带来最大变量

今年，ICT 领域最大的动力来
自 5G，它将带给所有领域巨大的
冲击。笔记侠公司 CEO 柯洲认
为，5G 给人工智能领域带来的最
大变量是使边缘智能产业迎来发

展的春天。
根据 IHS 数据测算，边缘侧人

工智能市场需求在 2018 年开始爆
发，从 2017 年的 4 亿美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19 亿美元，预计 2019 年
的增长率将超过 400%。其中智能
手机、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工
业互联网等市场规模最大。预计到
2019年，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和产品
将部署于网络“边缘侧”，实现更低
延迟性、更低能耗、更小体积和更低
成本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路径。

赛迪智库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
所长、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秘书
长安晖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
今年，边缘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应用
布局的创新方向。随着人工智能应
用的不断扩展，定位于数据中心等

云端的人工智能应用普遍存在着功耗
高、实时性低、带宽不足、数据传输安
全性较低等问题，人工智能将逐渐从
云端向边缘侧的嵌入端迁移。边缘智
能对算法的要求相对成熟，边缘智能
的人工智能计算将成为重点产业创新
重点领域。例如，在对实时性有严格
要求的工业环境下，边缘智能将成为
工业物联网得以实施的重要条件，目
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硬件厂商开始提供
边缘服务器、智能网关等边缘处理的
强化产品。

IoT和边缘智能将成为人工智能
领域的关键词，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
人工智能事业部负责人沈向洋表示，
无处不在的计算、无处不在的智能将
深远影响整个世界，IoT 正在加速构
建下一代多感官和多设备体验，这些

体验将更多地以人为中心，IoT 会
给我们带来下一代由人工智能驱动
的无限商机。

商用化进一步提速

人工智能芯片创业公司地平线
的创始人余凯说：“最近地平线收到
了好多简历，大多数来自那些破产
公司的人士。”关注人工智能的VC
今年变得理性，资本退潮开启了AI
创业者的“至暗时刻”。

（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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