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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江西：：从从““零零””起步写就工业华章起步写就工业华章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第二届全球IC企业家大会
暨IC China2019在上海举办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70年来，伴随着新中国发展壮大的脚
步，在江西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江西
工业走过了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奋斗历
程，成功跨越了工业化中期，进入中后期并
加速迈向后期，实现了从农业省向工业省
的根本性转变，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
回溯这筚路蓝缕的征途，翻阅这从“零”起
步的辉煌答卷，我们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
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工业华章。

两大时期四个阶段

江西工业70年砥砺向前，先后经历了
奠基期（改革开放前30年）、发展期（改革
开放后至今）两大时期。其中，改革开放后
40多年的发展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稳

步发展阶段（1979－2000 年），快速发展
阶段（2001－2012 年），转型发展阶段
（2013年至今）。这两大时期、四个阶段，
发展一脉相承，特点成效各有兼长，可以
用四句诗词来概括。

第一句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
月换新天”。奠基阶段的江西工业，从零
起步，紧衣缩食，开天辟地，克服底子薄、
基础差等“先天不足”，彻底改变江西省工
业一穷二白的面貌。主要是按照国家计
划布局，先后实施四个“五年计划”，建设
一批国家级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工业门
类基本形成，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诞生了
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第一辆轻便式拖拉
机、第一架多用途民用飞机、第一辆军用
摩托车、第一批海防导弹等多个“江西制
造”辉煌。

第二句是“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

透绿窗纱”。稳步发展阶段的江西工业，在
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持续推进工业稳步发
展，主攻工业苗头渐显。主要是立足江西
省农产品、矿产品两大资源优势，大力发展
乡镇企业，加快推动公有制企业改革，基本
确立了资源性产业主导地位，但发展理念
相对滞后，与周边地区差距拉大。

第三句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
上九万里”。快速发展阶段的江西工业，
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创造了年
均 20%以上增速的“江西气象”。主要是
在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战略指引下，一
手抓技术改造提存量，一手抓招商引资扩
增量，确定了工业主导地位，形成了全省
上下抢抓工业、主攻工业热潮，推动了江
西省工业化进程迈向中期。

第四句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转型发展阶段的江西工业，

有效应对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平稳
进入中高速发展新常态，增速始终位居全
国前列、中部领先。主要是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
工业强省战略，实施一系列促进工业转型
升级举措，产业结构和质量不断提升，工
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稳健起势。

实现“十大变化”取得“十大成效”

四个阶段虽成效不同，却共同支撑引
领江西工业实现了“十大变化”，取得了

“十大成效”。 （下转第3版）

本报讯 记者徐恒 刘晶报道：9月3
日—5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上海市人民
政府指导，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全球
IC企业家大会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半导
体博览会（IC China2019）在上海举办。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昆林，工业
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乔跃山，中国
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中芯国际集成电
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子学，美国半导
体行业协会轮值主席、美光科技公司总裁
兼CEO桑杰·梅赫罗特拉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开幕式由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常务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研究院院长卢山主持。

许昆林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上海把
加快发展集成电路产业作为科创中心建设
的重要支撑点，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集成
电路产业链较为完善、产业集聚度较高、技
术水平较为先进的地区。2018 年上海集
成电路行业投资增长接近一倍，全年实现
销售收入1450亿元、同比增长22.9%，有力
支撑了产业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也成为打
响“上海制造”品牌的重要名片。

许昆林介绍说，上海去年启动建设集
成电路设计产业园，今年启动建设智能传
感器产业园，正在筹备建设集成电路装备

材料产业园，着力聚集和吸引世界一流集
成电路企业，力争打造世界级先进水平的
集成电路专业园区。同时，在工信部的大
力支持下，上海正在积极推进国家集成电

路创新中心和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
建设，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解决行业
先进工艺技术来源问题，力争为中国乃至
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创新发展贡献“上海

智慧”。
乔跃山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中国

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了长足发展，年复合增
长率超过20%。 （下转第2版）

张鹏张鹏摄摄

9月3日—5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上
海市人民政府指导下，中国半导体行业协
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主
办的第二届全球IC企业家大会暨第十七
届 中 国 国 际 半 导 体 博 览 会（IC China
2019）在上海举行。IC China2019展览设
立六大展区，包括半导体设计展区、半导体
制造封测展区、半导体分立器件展区、半导
体设备材料展区、半导体创新应用展区、一
流品质重点省市半导体成果展区等。集成
电路龙头企业踊跃参展，据组委会介绍，参
展企业超过200家。

新品纷呈 企业争奇斗艳

本次展会，国内外集成电路企业纷纷
展出自己的最新产品和解决方案。

3D NAND闪存是此次紫光集团的三
大亮点之一。紫光集团旗下长江存储科技有
限公司对外沟通科程壮告诉记者，这是中国
首款 64 层 3D NAND 闪存，在 IC China

2019开幕前不久，已经开始宣布量产。该产
品基于紫光独有的Xtacking架构，满足固
态硬盘、嵌入式存储等主流市场应用需求。
程壮表示，紫光64层3D NAND闪存首次

在展会上正式面向观众公开展出，获得了
非常多行业人士的关注。除了 64 层 3D
NAND闪存，5G毫米波技术同样吸引了众
多行业人士前往询问。紫光旗下紫光展锐

此次除了带来5G毫米波终端原型样机，还
带来了第一款5G通信芯片春藤510和手机
样机，以及AI边缘计算平台虎贲T710。此
外，紫光展台还展示了包括物联网芯片及相
关模组和产品、安全芯片系列以及封测技术
和产品，全面展现了紫光集团从芯片设计、
芯片制造、封装测试到闪存方案等产业应用
的全产业链创新成果。

中芯国际的展台独具创新，酷炫的展
台不仅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前来观摩，还
吸引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昆林等一
众领导的莅临。中芯国际展台的工作人员
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在 IC China
2019 开幕前不久，中芯国际刚刚发布财
报。据了解，中芯国际FinFET工艺研发持
续加速，14nm进入客户风险量产，预期在
今年年底贡献有意义的营收。第二代
FinFET N+1技术平台已开始进入客户导
入，将与客户保持合作关系，继续把握5G、
物联网、车用电子等产业发展机遇。

在江丰电子的展台上，江丰电子副总
经理王学泽告诉记者，江丰电子参与IC-
China已有十年之久。 （下转第8版）

ICIC之花争奇斗艳之花争奇斗艳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IC China2019）侧记

本报记者 顾鸿儒 张一迪

本报讯 为推进工业大数据发展，逐步激活
工业数据资源要素潜力，不断提升数据治理和安
全保障能力，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工业大
数据发展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简称《指导意
见》）。《指导意见》共六部分，包括总体思路、资源
体系、融合体系、产业体系、治理体系和保障措施。

《指导意见》指出，到2025年，工业大数据资
源体系、融合体系、产业体系和治理体系基本建
成，形成从数据集聚共享、数据技术产品、数据融
合应用到数据治理的闭环发展格局，工业大数据
价值潜力大幅激发，成为支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要素和创新引擎。《指导意见》提出，建设国家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重点建设基础数据资源
管理和云计算平台、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政府监管
支撑平台、企业赋能和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安全
威胁监测和分析预警平台、工业大数据交易平台
和工业互联网测试体验中心，为企业提供赋能，
为政府提供支撑。 （耀 文）

《工业大数据发展指导意见》
公开征求意见

本报讯 9月4日，2019哥伦比亚国际信息与
通信大会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会议中心举行，我
国受邀担任本次大会主宾国，设立中国展区，工业
和信息化部组织多家中国信息通信企业参展，集
中展示中国信息通信领域的优势企业和创新发展
成就。哥伦比亚总统杜克、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
济师王新哲、中国驻哥伦比亚经商参赞董蔚等出
席开幕式并作大会发言。

王新哲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
加速演进。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
了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进程，从根
本上改变了经济发展模式，重塑了全球产业链分
工。信息通信业的发展，是推动这一变革的关键力
量，已经成为创业创新的活跃领域。王新哲表示，
哥伦比亚高度重视信息基础设施、现代通信技术、
互联网等领域发展。中方愿与哥方一道，深挖务
实合作潜力，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推动中哥信
息通信业合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

王新哲就进一步深化信息通信业国际合作
提出三点倡议：一是聚集数字经济，共享发展红
利。中国愿意在公平、共赢、互补的基础上，持续
推动与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广泛开展技术创新、
设施互通、网络空间治理等多层次、高水平的合
作，共同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共享数字经济
发展红利。 （下转第2版）

2019哥伦比亚国际信息
与通信大会召开

本报讯 9月5日，由两岸企业家峰会主办的
2019 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在河南郑州召
开，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辛国斌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
兴起，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蓬勃发展，
智能制造作为中国制造业的主攻方向，正在不断突
破新技术、催生新业态。发展智能制造，是关系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问题，也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新旧动能转换，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抓手。

辛国斌表示，为加快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
化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近年来会同有关部门，持
续深入推进智能制造。通过组织实施智能制造工
程，推动智能制造标准试验验证和新模式应用，突
破了一批关键装备和核心软件，培育了一支专业
化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队伍，进一步夯实了智
能制造发展基础，形成了上下联动、纵横结合的智
能制造推进体系，有力促进了制造业产业模式和
企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

辛国斌强调，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
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海峡两岸要继续深化制造业
互惠合作，共同推动两岸技术创新与产业合作迈上
新台阶。一是深化交流内容。在技术创新和产品
研发等方面加强互动，在先进制造业发展、传统产业
智能化改造等方面寻求互补。二是拓展合作领域。
着力推进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智能传感与控
制装备、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工业互联网、工业软
件、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三是加
快标准融通。加快推动在智能制造及相关产业的
标准制定、评测、认证方面的融合与共通。四是加强
人才交流。积极探索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
制造等方面的人才交流模式。 （布 轩）

2019两岸智能装备制造
郑州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