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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屏下指纹：LCD或冲击OLED市场
本报记者 王伟

热点解析
热点背后的新闻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中国建设银行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工信部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增速
比上月回落1.8个百分点。1—5月
增加值同比增长9.4%，增速比去年
同期回落3.4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电
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
增长 0.2%，增速比上月回落 9.2 个
百分点。1—5 月出口交货值同比
增长 4.0%，增速同比回落 3.6 个百
分点。1—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

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4%，利
润总额同比下降 13.0%，营业收入
利润率为 3.21%，营业成本同比增
长6.5%，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同比
增长 7.6%。5 月份，电子信息制造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增长0.1%，
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1—5
月，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同比增长0.2%。1—5月，电子信
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2%，增速同比回落8.4个百分点，
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耀 文）

本报讯 7月3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在海南博鳌组织召开《新能源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规 划（2021-2035
年）》（下称《规划》）咨询委员会会
议，会议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
协主席、规划咨询委员会主任万钢
主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
斌代表规划起草组介绍《规划》编制
有关情况。

辛国斌指出，根据《规划》编制
工作启动会精神，工业和信息化部
与各部门加强沟通，进一步完善《规
划》编制工作方案，组成4个调研组
分别赴广东、上海等 6 地开展深入
调研和座谈，从技术创新、产业融
合、与传统车协同发展、国际化、新
模式和新生态、政策保障等六个方
面开展专题研究。规划起草组形成
了《规划》大纲初稿，提出了《规划》

的总体思路、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
规划实施的考虑。下一步，要重点
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深化思想认识，
研究探索新机制、新举措、新政策；
二是加强专题研究，不断探索未来
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生态；三是加
快工作进度，启动《规划》文稿编制
工作，力争年底前形成初稿。

规划咨询委员会委员就《规划》
编制情况等相关内容进行了交流讨
论，提出要进一步提高规划站位，加
强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等相
关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明确内燃
机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路
径，重视新能源汽车安全问题等意
见和建议。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
中心主任瞿国春介绍了《规划》重大
专题研究情况。 （布 轩）

本报讯 7月4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与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是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服务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
设的重要举措。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总
工程师张峰、总经济师王新哲，中国
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行长刘桂
平、副行长黄毅、首席经济学家黄志
凌，以及双方相关司局和部门负责
人出席签约仪式。 （布 轩）

本报讯 7月5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重庆与法国经
济和财政部企业总署署长古尔贝共
同主持召开了中法工业合作机制联
委会第七次会议，重庆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熊雪出席会议。

中方介绍了中国工业经济运
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先
进制造业集群和扩大开放有关情
况，法方介绍了法国工业最新政策
和产业竞争力集群等情况。双方共
同回顾了第六次会议以来汽车、绿
色制造两个工作组的工作进展，并
就推动产业集群、人工智能等领域
交流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
诸多共识。辛国斌指出，中国和法
国都是多边贸易体制受益者、维护
者，双方应共同坚持经济全球化的
大方向，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和合作

务实的措施共同促进中法经济健康
发展。辛国斌表示，双方应继续发
挥中法工业合作机制联委会的平台
作用，深化相互了解和政策协调，积
极推动产业创新合作，将中法工业
合作推向更高水平。

会议期间，辛国斌、古尔贝和熊
雪还出席了由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中心和法国未来工业联盟联合
举办的“中法产业合作圆桌会”，共
同见证了第二批中法工业合作示范
项目的发布。工信部国际合作司、
规划司、科技司、节能与综合利用
司、装备工业司、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中心，重庆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以
及法国经济和财政部企业总署、法
国驻华大使馆、法国驻成都总领事
馆、法国未来工业联盟等有关人员
参加了上述活动。 （耀 文）

中法工业合作机制联委会

第七次会议举行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编制工作启动

1—5月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9.4%

头部企业各显神通

在5G节点，继续跟进的芯片厂
商有高通、华为、三星、联发科、紫光
展锐等，以及传闻中正在研发5G基
带的苹果。各大芯片厂商主打不同
亮点，各有优势。

作为通信技术的龙头，高通在
5G 有着显著的先发优势。早在
2016 年 10 月，高通就发布了首款
面向 5G 网络的调制解调器 X50，
峰值下载速度达到 5Gbps，约为

4G 调制解调器的 5 倍。在今年年
初的 CES 上，高通宣布 2019 年 30
多款 5G 移动终端将采用骁龙 855
移动平台+X50 调制解调器的方
案。目前，采用高通方案的5G终
端已经陆续上市，例如在欧洲、澳
洲等海外市场开售的 OPPO Re-
no 5G 版，在英国发售的一加 7
Pro 5G 版，以及率先在瑞士发售
的小米MIX 3 5G版等。

由于X50仅支持NSA，而中国
移动宣布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入
库的 5G 手机必须支持 NSA 和 SA

双模，目前搭载X50的手机能否在
2020 年以后继续使用也引起了用
户的讨论。芯谋研究总监王笑龙向

《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已经入库
的（NSA 单模）手机在 2020 年以后
可以继续使用，未入库的手机到
2020年能用上支持NSA/SA双模的
基带。而高通也已经推出了下一代
5G基带芯片X55，支持NSA/SA双
模式，并实现了 7Gbps 的速率。高
通产品市场高级总监沈磊表示，骁
龙 X55 目前处于供样阶段，预计
2019年发布商用终端。

相比高通从单模向双模过渡，
华为的5G多模终端芯片巴龙5000
率先实现了对 NSA/SA 的双模支
持，峰值下载速度达到 6.5Gbps，也
是首款支持 V2X 的 5G 多模芯片。
华为旗下搭载巴龙 5000 的终端产
品已经陆续问世，例如获得 CES
Asia 最佳网络通信产品奖的 5G
CPE Pro，能将 5G 转化为 WiFi 网
络信号，速率能达到 3.2Gbps；以及
5G折叠手机华为Mate X和国内首
款入网的 5G 智能手机 Mate 20 X
5G版。 （下转第5版）

本报记者 张心怡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
从制造大国、网络大国向制造强国、
网络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推进新时代工业和信息化事业发
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
绕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和信息
化发展道路。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是新时代发展的主题。工
业和信息化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全
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推进新时代工
业和信息化事业发展，必须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
个根本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道路，在
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
程中，创造新作为，建功新时代。

工业和信息化事业持续
发展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
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工业和信息化事业站在
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新型工业化建设方面，我国制
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
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
制造业第一大国，有力推动了工业
化和现代化进程。制造业总体规模
快速扩大，2010年制造业增加值跃
居全球首位，2018年我国工业增加
值规模首次超过30万亿元，继续保
持全球第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先进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多个领
域实现重大突破，新技术、新产品、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

相对较高增速，2018年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1.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为13.9%。

网络信息化建设方面，网络基
础设施加快建设应用，应用创新持
续活跃，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形成
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网
络大国地位不断稳固。网络能力全
球领先，建成全球领先的信息通信
基础设施。截至2018年底，我国固
定宽带用户光纤占比超过90%，位
居全球第一位。移动宽带4G用户
规模达11.7亿，占全球4G用户比
重超1/3。创新水平快速跃升，移
动通信技术实现了从2G空白、3G
跟跑、4G并跑，到5G引领的重大
突破。数字经济跨越发展，网络信
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1.3 万 亿 元 ， 占 GDP 比 重 超 过

34.8%，位居全球第二位。网络空
间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国际社
会广泛共识。

科学把握新时代工业和
信息化事业发展面临的新
形势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
从制造大国、网络大国向制造强国、
网络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面对国际竞争的严峻形势和我国高
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加快工业和
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刻不容缓。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
育兴起为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
创造新机遇。纵观世界文明史，每
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给人类
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引发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深刻调整。

（下转第2版）

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陈肇雄

芯片厂商抢滩芯片厂商抢滩55GG商用商用

随着5G商用的开启，5G
商用芯片的研发测试也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有消息称，三
星电子已经向部分手机厂牌
提供5G芯片，客户企业正在
密集测试。与此同时，联发科、
紫光展锐也在近期进行了基
于5G芯片的网络测试，华为
的国行 5G 手机也在本月入
网。对于即将到来的5G风口，
芯片厂商做了哪些部署？5G
商用芯片的大规模部署还有
哪些挑战？

在6月底的MWC上海展会上，
京东方副总裁刘晓东宣布，京东方
LCD屏下光学指纹感测技术已研发
成功，于今年年底量产。随后，京东
方在7月2日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回
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屏下指
纹和屏幕发声技术目前有几种解决
方案，部分方案已有相应样品，产品
化方案目前与终端品牌客户持续沟
通中。”此话再次印证此事的真实性。

屏下指纹

并非OLED专属技术

如今，大屏已经成为消费者选
择手机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追

求屏占比，手机厂商使尽浑身解数，
屏下指纹就是厂商的策略之一。目
前，屏下指纹主要有光学和超声波
两种方案。其中，超声波指纹解锁
具有较好的穿透性，能降低手指污
垢、油脂以及汗水的干扰，即使在水
中也可以解锁，但是因传感器价格
较贵，该种方式普及度不如光学指
纹方案高。

而光学指纹识别是通过光源的
照射来进行指纹识别，普及度较
高。但是该方案把指纹识别传感器
放在屏幕下，因此需确保识别光的
畅通，并避免屏幕发光的干扰。曾
经，LCD 屏幕因其厚度高过高，
透光性不好，传感器很难读取到指
纹。此外，再加上 LCD 不能主动
发光，其背光光源会干扰光学指纹
识别，所以一段时间以内屏下指纹

技术都只能应用在OLED屏幕上。
对于此次京东方宣布即将量产

LCD屏下指纹方案，资深行业观察
家董敏在接受《中国电子报》采访时
表 示 ，现 在 光 学 屏 下 指 纹 都 是
AMOLED 屏幕，LCD 实现屏下指
纹后肯定对OLED产生很大冲击。

董敏解释说，首先，这意味着未
来用户会花更少的预算用到配备屏
下指纹技术的手机，因为LCD的成
本和OLED差距较大。从市场上销
售的手机终端产品来看，同样的配
置的手机，采用OLED比使用LCD
高出约30%~40%的价格，在面板的
成本端数字还会差更多。其次，尽
管屏下指纹目前多应用在中高端机
型，但长远来说，屏下指纹会得到进
一步的普及，LCD屏下指纹也促进
了该技术在中、高、低端机型的全面

普及。

屏下指纹技术

加长LCD盈利窗口

近年来，随着苹果手机开始采
用 OLED 屏幕，OLED 屏幕逐渐成
为中高端手机的屏幕首选。除了
OLED具有广色域、高对比度、省电
等优势之外，还因其简单的屏幕构
造更适合应用一些手机解锁技术。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