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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圆代工呈现二元发展态势
本报记者 陈炳欣

打击“能效虚标”在行动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讯 记者张心怡 赵晨报

道：6 月 2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江

西省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 2019 世界 VR 产业大

会有关情况及筹备工作进展。记者

从会上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准，由工

业和信息化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2019世界VR产业大会将

于 10 月 19 日—21 日在江西省南昌

市举行。本次大会主题是“VR 让

世界更精彩——VR+5G 开启感知

新时代”。

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吴晓

军、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

司长吴胜武、南昌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建洋、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

厅长王亦斌介绍了2019世界VR产

业大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由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陈敏主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 2018 世界

VR 产业大会的贺信中指出，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发

展，虚拟现实技术逐步走向成熟，拓

展了人类感知能力，改变了产品形

态和服务模式。中国正致力于实现

高质量发展，推动新技术、新产品、

新业态、新模式在各领域广泛应

用。中国愿加强虚拟现实等领域国

际交流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享创

新成果，努力开创人类社会更加智

慧、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和全局的

高度，深刻阐明了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特别是虚拟现实技术的

发展趋势，彰显了中国推动新技术

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广泛应用、致

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坚定信心，

表达了加强虚拟现实等领域国际交

流合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的良好

愿景，为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9世界VR产业大会由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江西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南昌市人民政府、

虚拟现实产业联盟共同承办。大会

包括开幕式及主旨演讲、主论坛、18

场平行论坛、虚拟现实产业创新大

赛、VR/AR 年度创新大奖发布、

VR 国际电影节、VR50 强企业发

布、VR电竞大赛，以及多场报告发

布、产业对接、项目签约、参观交流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下转第2版）

2019世界VR产业大会10月在南昌举行

近期，针对家电行业“能效虚

标”这一行业顽疾，国家相关部委接

连发文重拳打击。5月24日，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三部门联合下

发《关于加强能效水效标识监督检

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监管部

门进一步加强能效水效标识监督检

查，打击虚标行为。时隔不到一个

月，6月13日，国家发改委、工信

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绿色高效

制冷行动方案》（下称 《行动方

案》），要求三年内空调的能效提

高30%，而且要求严打能效虚标，鼓

励企业互查。

家电行业监督

趋于市场化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副总工程

师、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检测所所

长鲁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政府一直在持续关注节能减排、家

电能效提升和能效虚标的相关事

宜。最早可以追溯到 2014 年，国务

院印发《2014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

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

的通知》，通知明确当年工作要点之

一是，打击家用电器等在流通领域

销售不合格商品违法行为。他指出，

能效虚标是家电行业一个消费者反

映比较多的问题，加强监督十分必

要。由于我国现行企业自我声明的

制度，消费者无从辨别能效标识准

确与否，因此对这个制度进行补充

和监督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赛迪顾问分析师杜聪认为，尽

管近年来消费者维权意识已有较大

提升，但相比同行有竞争关系企业

来说，消费者与企业之间仍存在较

大的信息不对称，现在普遍的“浮夸

宣传”使得消费者难以分辨产品的

真实属性。而同行企业在产品上的

生产、研发、市场方面专业化程度更

高，检验检测手段更全面，能更好区

分产品的优劣。因此鼓励企业间在

合法合规合理的条件下互督互查，

有利于各大企业树立责任和品牌意

识，减少“夸张、虚假”宣传的营销手

段，促进市场往公平、公正、公开方

向发展。 （下转第8版）

近日，拓墣产业研究院发布报

告显示，第二季度全球前十大晶圆

代工企业除华虹半导体受益于智能

卡、物联网、汽车电子用MCU和功

率器件需求稳定，营收与去年同期

持平，其余公司包括台积电在内营

收都出现下滑，平均下跌幅度达到

8%。拓墣产业研究院预测，2019年

全球晶圆代工产业或将出现十年来

首次负增长。那么，晶圆代工业未

来如何发展？

短期下跌

年底或现负增长

从近期市场表现来看，去年下

半年开始的半导体下行周期影响程

度超出最初预计。近日，博通公司

发布财报表示，受外部紧张局势等

因素影响，该公司今年销售额减少

20 亿美元。此举使博通股票下跌

8.6％，公司市值减少 90 多亿美元。

同时拖累美国其他芯片制造商高

通、应用材料、英特尔、赛灵思下跌

股价1.5％至3％。

半导体市场整体需求趋冷也给

晶圆制造业带来冲击。根据拓墣产

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2019年第二

季度全球晶圆代工需求持续疲弱，

各厂营收与去年同期相比普遍下

滑，预估第二季度全球晶圆代工总

产值将较 2018 年同期下滑约 8%。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晶圆代工龙头台

积电，第二季度同样出现同比下跌，

跌幅为4%。

那么，本次市场寒冬将对晶圆

代工产业造成多大影响呢？拓墣产

业研究院的预测是2019年全球晶圆

代工产业将出现十年来首次的负成

长，总产值较2018年衰退近3%。对

此，台积电企业讯息处资深处长孙

又文表示，此次下行周期的影响超

出年初的预计。原来，业界普遍认

为本轮下滑主要是受到存储芯片价

格下跌的影响，对逻辑芯片的影响

不大。可从现在市场情况来看，影

响范围可能会比预计的要大。第二

季度由于市场需求继续疲弱，半导

体公司的库存水位偏高，库存消化

不如预期。更主要的是全球政经局

势的不确定性变动也传导到了半导

体行业。原来对2019年晶圆代工业

的预测是小幅增长，从现在的形势

来看却不排除2019年全球代工业营

收趋于负增长的可能性出现。

长期看好

大厂争相开发尖端工艺

虽然晶圆代工市场今年有可能

出现负增长，但是业界对于半导体

业特别是晶圆代工业的长期走势仍

然 看 好 。 在 日 前 召 开 的 台 积 电

2019 中 国 技 术 论 坛（TSMC2019

Technology Symposium）上，台积

电总裁魏家哲就指出，5G 的落地、

人工智能的发展，都需要应用半导

体芯片，而这必将带动对半导体制

造的需求攀高，晶圆代工长期向

好。与此同时，市场多元化的发展，

对半导体技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低能耗、高性能，以前这种很难

同时兼顾的要求，现在已经被用户

不折不扣地提了出来。在此情况

下，代工企业将不得不向着更尖端

的工艺节点，如 7nm/5nm/3nm 开

发和演进。

（下转第5版）

张鹏张鹏摄摄

热评热评

人们常说，一个孩子的能力
培养很重要，而品德秉性教育同
样重要，因为如果人品有问题可
能在未来会做出危害社会的事，
而 且 往 往 能 力 越 大 危 害 也 越
大。所以基于这个道理，我们就
能很好理解为什么发展新一代
人工智能（AI）产业，需要关注

“负责任”这个维度。当我们推
动AI，希望机器具备人一样的能
力时，不可以忽略责任、忽略治
理，不可以向社会输出一系列的

“害群之马”。
6 月 17 日，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
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
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以下简称

《治理原则》）。《治理原则》提出
了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
指南，突出了发展负责任的人工
智能这一主题，强调了和谐友
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
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
作、敏捷治理等八条原则。中国
是推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的重要力量，《治理原则》为中国
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行为准
则”，也为全球发展 AI 提出了负
责任的倡议和合作建议。

“技术不会改变我们是谁，
而会放大我们是谁，我们的善和
恶都会被放大。人们制造问题

的潜能也是无限的，如果我们对
于生活中的信息和隐私被泄露、
收集整合并且贩卖这件事习以
为常，那么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
是数据，而是作为人的自由。如
果你建立了一家混乱的工厂，那
么 你 就 无 法 逃 避 对 混 乱 的 责
任。”苹果公司CEO库克在斯坦
福大学 2019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
上的一番话颇有道理。事实上，
责任越大，我们越有可能创造出
能够给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带来
巨大益处的技术和产品。

《治理原则》强调推动和发
展公平公正的 AI。或许很多人
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强调“公平公
正的 AI”，难道一个技术也会有
公平与不公平？微软全球资深
副总裁、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
小文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
采访时曾说，我们推动数字技术
发展希望消除数字鸿沟，希望更
多人能够享受到技术带来的便
利，但如果我们不能够从出发点
上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我们就
有可能造成新的鸿沟和新的不
平等。我们都知道 AI 的算法模
型想要成熟，是需要经过大量的
数据进行训练的，如果我们收集
的数据本身存在偏见，那么我们
训练出来的算法模型就有可能
是有偏见的算法。

微软的“小冰”就是一个例
子。小冰是微软公司打造的聊
天机器人，现在这个机器人已经
可以写诗、做画，并且出版了诗
集《阳光失了玻璃窗》。

（下转第2版）

做“负责任”的AI

李佳师

苗圩参观安全生产月

主题宣传教育展
本报讯 6 月 18 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苗圩参观了

“不忘初心 为人民谋安全幸福

——安全产业在身边”安全生产月

主题宣传教育展。工业和信息化部

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厅、原材料工业

司、安全生产司负责人等陪同参观。

苗圩听取了安全产业发展情况

介绍，对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

定。他指出，工业和信息化部积极

推进安全产业发展，是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

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在发展

过程中，我们既要正视面临的问题

和挑战，更要看到发展的机遇和前

景，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透彻的分

析，对不同的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

举措，对相关企业进行分类指导，制

定差异化的引导政策，促进产业健

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苗圩强调，要把此次活动和“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紧密

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树

牢安全发展理念，通过推进安全产

业的发展，提升全社会本质安全水

平，以实际成效为人民谋幸福。这

个活动组织得很好很及时，要组织

部内各司局、部机关干部职工来参

观学习。 （耀 文）

本报讯 近日，全国工业和信

息化系统科技工作座谈会在湖北省

武汉市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王志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志军指出，发展实体经济，重

点在制造业，难点也在制造业。当

前，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呈

现出多点迸发、相互渗透、交叉融合

的特征，技术演进、产业交替速度明

显加快，产业科技工作的地位和作

用日益凸显。与此同时，我国经济

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

化，制造业领域无论是创新环境、创

新模式、创新内容都在发生深刻变

化，我们既面临着一系列重大发展

机遇，也需要应对诸多挑战。面对

机遇和挑战，工业和信息化系统要

积极探索产业科技工作的新思路、

新举措，加快构建以激发企业创新

活力与内生动力为核心的新型技术

创新体系。

王志军指出，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在工作层面要重点抓好五项任务：一

是集中资源，加快突破核心关键技

术。二是大胆创新，营造良好的产业

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三是强化应用，

抢占科技创新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四是扩大开放，营造更具吸引力的创

新环境。五是夯实基础，提升产业技

术创新基础服务效能。

会上，还进行了国家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和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

务平台授牌仪式。天津市工信局、

上海市经信委、湖南省工信厅、湖

北省经信厅等单位代表作了经验

交流。 （布 轩）

2019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

系统科技工作座谈会召开

热点解析
热点背后的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