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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厂商纷纷发售新品

8K电视开始试水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本报记者 王伟

工信部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

工信部向四家企业

颁发5G牌照
本报讯 依中国电信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申请，
工业和信息化部经履行法定程序，
于2019年6月6日向四家企业颁发
了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批准
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
动通信业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同志
出席颁证会并颁发许可证。工业和
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张峰
同志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相
关负责同志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广电、中国铁塔主要
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苗圩强调，基础电信企业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加快5G商用步伐，
推进 5G 网络共建共享，推动我国
5G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服务数字
中国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苗圩指出，各企业要以市场和
业务为导向，积极推进5G融合应用
和创新发展，聚焦工业互联网、物联
网、车联网等领域，为更多的垂直行
业赋能赋智，促进各行各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苗圩强调，5G 牌照发放后，我
们一如既往地欢迎外资企业积极参
与我国5G市场，共谋我国5G发展，
分享我国5G发展成果。

参会企业均表示，将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和承诺，切实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和义务，依法合规经
营，创新转型发展，加快我国5G
产业发展。 （耀 文）

自动驾驶：

从电影走向现实

本报记者 顾鸿儒

本报讯 6 月 6 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
于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对部系统
开展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署。中央
第 22 指导组组长范小建同志出席
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工业和信息化
部党组书记、部长、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苗圩同志作动员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主题教育
的 重 大意义，具有很强的政治
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为
部系统开展主题教育提供了根本遵
循。要按照中央精神牢牢把握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
要求，牢牢把握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
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
伟大梦想共同奋斗的根本任务，努
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
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
务解难题、清正廉洁做表率的具体

目标，确保这次主题教育取得扎扎
实实的成效。部系统全体党员干部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迅速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开展
好主题教育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
务，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

担当，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为工业
和信息化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
强保障。

（下转第2版）

从电影《全面回忆》中的约翰机
器人出租车，到《少数派报告》中穿
梭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高速公路上的
智慧车辆，人们在幻想的未来世界
中，将驾驶任务从双手过渡到机器
人和计算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
展，自动驾驶汽车已经驶出电影，开
向了人们的现实生活。

“我从上午 10 点多就等在这
里，想体验一下无人大巴。”在海淀
公园散步的退休职工王雄告诉记
者。北京海淀公园无人驾驶测试路
段早已开通。百度阿波罗微循环无
人电动巴士已经开始载人运行。记
者了解到，海淀公园阿波罗自动大
巴分两条路线测试，每次最多乘坐
7 人，很多慕名而来的体验者不得
不排队等候。

在中国，无人驾驶的概念已不
再遥不可及。2018年，北京市首批
自动驾驶测试试验用临时号牌发
放，获得首批试验用临时号牌的 5
辆自动驾驶车辆正式上路测试。随
后，上海、重庆、长沙、深圳、长春、平
潭等多个城市先后出台相关政策，
并发布地方首批自动驾驶路测牌
照，助力自动驾驶技术提速。目前，
获得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
资格的车辆已经达到34辆，全国领
先。作为全国第一个出台自动驾驶
测试政策、允许自动驾驶小规模试
验的城市，北京完成了中国从传统
驾驶迈向自动驾驶的第一步。在第
六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
上，亦庄开发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在
现有24条道路的基础上，北京亦庄
经济技术开发区将于近期新增约
40km2、322km 的自动驾驶开放道
路，进一步满足企业研发需求。

从概念车到上路测试，中国自
动驾驶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优
秀企业，百度、蔚来汽车、地平线、商
汤科技、驭势科技等企业为中国自
动驾驶行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到整车厂，小到技术研发，中国企
业争分夺秒地投入到无人驾驶智能
技术的核心领域，包括单点技术方
案、整体解决方案以及传感器和计
算平台研发。

地平线 CEO 余凯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2015 年，在自动驾驶领
域的赛道上还只有地平线一家中国
芯片公司，此后行业入局者慢慢
增多。“在国内，自动驾驶是从2016
年开始火起来的，如今对行业方方
面面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驭势科技
首席生态执行官邱巍告诉《中国电
子保》记者，自动驾驶的发展对汽车
产业的影响“从大渗透到小”。“现
在，在汽车领域，整机厂、主机厂也
好，一级供应商也好，都开始在自动
驾驶领域发力，积极投资。因为，大
家认识到了自动驾驶未来发展具有
非常可观的市场预期。”邱巍说。

商汤科技 CEO 徐立同样肯定
了我国在自动驾驶领域的发展。“自
动驾驶需要两部分内容打基础，一
部分是前端的处理，另一部分是传
输。前端处理离不开计算机算力，
传输也离不开5G网络，这两方面国
内近几年都有进步，前景可期。”徐
立对记者说。

“自动驾驶到如今，发生的最大
变化之一就是人们的观念。不论是
从行业角度，还是从老百姓角度，经
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大家都意识到，
一方面，自动驾驶会使未来人们生
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
自动驾驶发展需要时间。大家开始
慢慢地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动驾驶
并不会在2019年立刻出现，而是需
要五年到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实
现。”邱巍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表示，
在自动驾驶领域，我国具有长达十
年的研究积累，包括概念车、演示
车、示范车等。每一次的研发有成
功也有失败。科研探索期也就是从
0 到 1，如果从美国开始算起的话，
现在科研探索期基本完成。我们目
前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产品孵化期，
也就是从1 到10。李德毅预计，到
2025 年将会有万辆规模的自动驾
驶车辆，真正达到规模化量产则要
等到2060年。

6月初，LG在韩国开放了全球
首款 88 英寸的 8K OLED 电视预
定，零售价高达人民币约29.2万元，
特惠价格也达到23.36万元。如此
高价引发人们对 8K 电视广泛关
注。此前，三星、夏普和索尼三品牌
已开始销售8K电视，国内TCL、创
维、长虹、康佳等品牌也纷纷推出
8K电视新品，但还未正式发售。

专家指出，8K电视市场启动首
先要解决面板供应问题，还有售价
较高、8K内容供给不足、网络传输
等问题。8K 电视市场不会一蹴而
就，需要慢慢培育。

市场尚处于萌芽期

对于此次 LG 发售“高价”8K
OLED 电视，IHS 研究总监张兵表
示，OLED 电视作为市场上消费类
级别最高阶的产品，主要技术规格
基本上都是领先的，8K OLED 作
为旗舰产品应该不会有太高销售数
量的诉求。此前，LGD副社长、TV
事业部长吴彰浩在接受《中国电子
报》记者采访时也基本肯定了这种
猜测，目前8K电视无法只靠画质、
清晰度改变市场格局，“8K 电视在
2020年后才会有规模”。

赛迪智库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

所长温晓君在接受《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超高清视频产业
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2 年）》
中明确提出“4K 先行、兼顾 8K”
的总体技术路线。2022年4K电视
实现全面普及的目标之下，8K 内
容的制作技术和设备还需优化、
8K 面板已经量产但还需降成本和
提升良率，现行网络支撑8K内容
的能力还不明确，因此，8K 需要
更长的时间进行基础验证和测试，
因此8K电视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培育。

目前市场在售的 8K 电视品牌
并不多，还处于萌芽期，只有三星、
夏普和索尼三个品牌。2019年，创

维、TCL、康佳、长虹等品牌纷纷推
出8K电视新品，却还未正式发售。
GfK黑电事业部高级客户主管杨毅
晟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目前4K电视的增长已经遇到
瓶颈，需要8K这种新的技术来刺激
替换需求，各品牌也希望能够联手
将“8K”概念炒热，促进电视机替换
和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在张兵看来，目前电视厂商的
发展重心仍然是4K电视，发布8K
电视一为“炫技”，二为“试水”。
他进一步解释说，首先，一线品牌
为品牌形象需要，会将更好的技术
落地，并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视觉
体验。 （下转第2版）

6月3日，英飞凌宣布将以每股
23.85美元收购赛普拉斯全部股份，
总企业价值达90亿欧元。交易预期
将于 2019 年年底或 2020 年年初完
成。英飞凌首席执行官 Reinhard
Ploss表示：“收购赛普拉斯，将使英
飞凌的业务扩展至更广泛的层面。
通过此交易，我们将能为客户提供
最全面的产品组合，连接现实与数
字世界，在汽车、工业和物联网领域
开拓新的增长潜力。”随着智能手机
等市场发展减缓，汽车、工业等领域
正在成为半导体公司下一个竞争焦
点。半导体公司纷纷通过并购等手
段强化相关领域的布局。预计未来
这些领域的竞争还将进一步加强。

意在丰富

汽车、工业半导体产品线

“并购赛普拉斯之后，英飞凌将
进一步完善其在汽车电子、工业半

导体等领域的产品线布局，同时向
物联网等新兴领域扩展。”赛迪顾问
集成电路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韩晓
敏指出。

被收购方赛普拉斯是美国知名
芯片制造商，成立于1982年。成立
之初，赛普拉斯在SRAM存储器上

具有一定领先优势，此后产品线逐
渐向 Wi-Fi、蓝牙、MCU、USB 控
制器、PMIC等领域扩展。2016年，
赛普拉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Has-
sane El-Khoury提出“赛普拉斯3.0
战略”，针对半导体产业增长更快的
目标市场提供嵌入式系统解决方

案。在该战略的指导下，赛普拉斯
从芯片产品供应商向解决方案商转
变，市场也扩展到物联网、汽车、消
费电子及工业应用等多个领域。这
也使得赛普拉斯的产品线与英飞凌
具有了较强互补性。

（下转第5版）

车用半导体上演龙头争夺战
本报记者 陈炳欣

不久前，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
创同比历史最低，赛迪智库集成电
路研究所所长王世江预言全球半导
体产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并购整合
期。王世江言犹在耳，6 月 2 日，
紫光国微发布公告以180亿元收购
法国智能安全芯片公司Linxens，6
月3日英飞凌宣布101亿美元 （约
合 698 亿元人民币） 收购赛普拉
斯。这两起并购释放什么产业信

息？下一步产业会怎么演变？
在产业发展的高潮期，大家都

忙着“大干快上”抢生意机会，完
善产业布局的事情就只能先“靠边
站”。而最近以来的半导体产业增
速放缓，让半导体业界进入了相对
的“闲暇期”。不久前，美国半导
体产业协会 （SIA） 宣布 2019 年 1
月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额比 2017
年 1 月减少 5%，创下了 30 个月以
来的负增长记录，全球除了欧洲增
长 0.2%，其余所有地区都全线坍

塌，陷入了负增长。6月1日，韩
国公布最新外贸数据显示，该国

“经济硬伤”并没有得到缓解：截
至5月，韩国出口额连续6个月下
跌，其中半导体5月出口额同比暴
跌三成。

（下转第5版）

半导体产业进入新一轮并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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