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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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潜力仍然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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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半导体产业扩张势头不会缩减

本报记者 诸玲珍 本报记者 齐旭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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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jay Mehrotra）

在第二届全球IC企业家大会暨第十

七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上表示，

随着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和云计算应

用等领域的计算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利用信息的方式

被深度优化。特别是在医疗保健、

交通技术和数据访问等领域，半导

体技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且

在产业链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份

额，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先部门之一。

半导体占据越来越大份额

在过去的20年中，全球半导体

销售业务一直在以接近 7%的年复

合增长率发展，在2018年达到4690

亿美元。如今，中国成为日益重要

的半导体市场，2018年占全球半导

体销量的 1/3。在桑杰·梅赫罗特

拉看来，全球半导体行业长期前景

十分光明，产业扩张势头不减。这

种增长得益于先进的计算性能、更

快的连接速度和新应用程序所需的

实时数据分析。

“对于一个在半导体行业工作

了40年的行业一员来说，”桑杰·梅

赫罗特拉表示，“我们的愿景是改变

世界利用信息的方式，丰富人们的

生活。特别是在医疗保健、交通技

术和数据访问等领域，半导体技术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在产业

链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份额。

在医疗保健领域，通过更先进

的半导体技术，我们将获得重大机

遇加快改善护理质量的进程。多项

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对常见的扫

描结果做出分析，至少能做到与人

类医生一样准确，在许多情况下，甚

至比我们最优秀的专家做得更好、

更快。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人工

智能科技将为更多的人带来先进

的、挽救生命的医疗保健服务，使农

村和缺医少药地区也能够更便捷地

获取最好的医疗知识和诊断。

在交通技术领域，汽车制造商

正在快速应用辅助驾驶功能，如避

碰、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车道偏离警

告技术。未来，道路安全性将得到

大幅提升。

在数据访问领域，5G网络将彻

底改变数据访问速度，并能获得海

量设备的连接。5G 的大带宽和低

时延将使当下网络上无法存在的应

用程序和业务模型成为可能，包括

4K 流媒体视频和基于虚拟现实的

新型应用程序。5G 网络将为数十

亿相互连接的设备，即物联网提供

架构，并将计算的触角延伸到人类

生活的方方面面。

半导体产业发展三要素

桑杰·梅赫罗特拉指出，半导体

行业需要继续投资于技术创新、制

造能力和产品解决方案，这就对半

导体行业提出了三个重要要求。

一是要吸引源源不断的优秀人

才加入半导体行业，为未来的挑战

性问题创造解决方案。二是要重视

知识产权保护。半导体的研发投资

要求很高，创新的步伐需要持续、高

水平运营资本的支出，半导体行业

和世界各国政府必须共同努力，确

保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全球框架，使企业能够收

回这些重大支出，并继续投资于造

福社会的未来发展。三是要维持政

府主导的半导体投资供需平衡。对

下一代、未来技术的研究投资而言，

可以从政府资助中受益，但关键是

要确保此类资助不会扩大影响半导

体行业供需微妙平衡的制造规模。

半导体市场，对这些供需动态非常

敏感，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做出了相

应的规定，以确保工业结构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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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除一个主论坛外，还举办了六场分论坛。大会期间，与会嘉宾围绕全球半导体产业如何开放发展、合作共赢，围
绕集成电路市场、技术、研发、投资等热点发表了精彩演讲，本报特摘编嘉宾演讲内容，以飨读者。（详见2～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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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保健、交通
技术和数据访问等领
域，半导体技术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在
产业链中占据着越来
越大的份额，成为世界
经济的领先部门之一。

9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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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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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

并致辞。周子学在致辞中表示，半

导体行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行

业，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

实现 100%的纯本土化制造，大家

必须携起手来，本着“开放合作、相

互包容、共同进步”的态度，互相取

长补短，谋求共同发展，才能实现

共赢。

预计全球半导体市场

仍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中

周子学在致辞中表示，半导体

行业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其发展

水平与全球 GDP 增速呈正相关。

自去年以来，受全球贸易纠纷等外

部因素影响，半导体行业也受到一

定波及。尽管全球贸易体系面临挑

战的不确定性在增大，但全球半导

体行业同仁也在积极行动，协同应

对，在今年厦门举办的第 23 届世

界半导体理事会上，就共同推动全

球半导体行业的健康发展达成了多

项共识。与此同时，全球半导体技

术仍在遵循摩尔定律加速演进，在

技术持续进步的驱动下和5G、智能

网联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市场海

量需求的带动下，预计全球半导体

市场仍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

中国半导体市场发展

潜力仍然可期

周子学指出，多年来，中国半导

体行业坚持走创新发展和开放合

作的道路，积极融入到全球半导体

行业的创新网络中。今年上半年，

行业的发展虽然也受到全球外部

复杂环境的影响，但是中国半导体

行业发展的韧劲很足，上半年，全

行业实现销售收入3048亿元，同比

仍然保持增长势头。从全年来看，

尽管整体增长仍不乐观，但在 5G、

人工智能、汽车电子等新兴应用的

带动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

体市场，发展潜力仍然可期。

周子学强调，半导体行业是一

个高度国际化的行业，任何一个

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实现 100%的

纯本土化制造，大家必须携起手

来，本着“开放合作、相互包容、共

同进步”的态度，互相取长补短，

谋求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共赢。“正

是秉持这样的态度和目标，我们举

办第二届全球 IC 企业家大会和第

十七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旨

在为国内外的企业搭建一个展示、

互动、合作、共赢的平台，分享新思

想、新技术，共享新成果、新产品，

共同推动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周

子学说。

周子学介绍说，本届全球IC企

业家大会延续“开放发展、合作共

赢”的主题，邀请了中芯国际、紫光

集团以及默克、高通等国内外知名

企业家、专家学者等近60位演讲嘉

宾，分别从产业发展、市场机遇、技

术趋势、投资策略等角度，分享他们

的真知灼见。大会同期，还举办了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

今年的展览面积达到1.5万平方米，

来自设计工具、设计、制造、封测、设

备、材料等产业链各环节的 200 多

家国内外知名半导体企业参展，地

方协会和基地设立了专门的展区，

韩国半导体协会也再次组织企业集

体参展。

（上接第1版）在设计、制造、封测、装

备、材料全产业链环节取得诸多创

新成果，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

升，超摩尔领域加速兴起，跨学科、

跨领域、跨区域协同创新日趋活

跃。未来，在 5G、智能网联汽车、人

工智能、超高清视频等新兴应用驱

动下，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市场需

求仍将不断增长。

乔跃山表示，集成电路产业是

高度国际化产业，要求企业全球配

置资源，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中国

愿意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欢迎世

界各国的企业来中国投资和经营。

目前，外资企业已成为中国集成电

路产业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

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增速最快

的集成电路市场。高速增长的中国

市场已成为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的主要动力之一。

对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下一步

发展，乔跃山强调，一是坚持提升创

新能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持

续提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能

力，积极打造从基础研究、工艺技

术、设备材料到整机应用的完整创

新体系。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深

化国际合作层次，与世界各国共谋

创新突破、共享发展成果，持续推进

集成电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

坚持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产业融合

发展。聚焦量大面广的传统市场，

把握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

市场，加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集成

电路产业创新体系，进一步激发市

场活力，构建形成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集成电路

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三是坚持完

善产业链建设，全面提升产业综合

竞争力。进一步推动产业链整体水

平的优化提升，在“建链、强链、补

链、延链”等多方面取得实效，带动

集成电路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和中小

型企业加速成长，促进集成电路产

业由集聚发展向集群发展，全面提

升集成电路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四

是坚持优化营商环境，构建良好产

业发展秩序。对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所有

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大中小

企业，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促进人才、市场、技术、资本等产

业要素集聚，营造公开透明、高效平

等的市场环境。

周子学表示，半导体行业是宏观

经济的晴雨表，其发展水平与全球

GDP 增速呈正相关。自去年以来，

受全球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影响，半

导体行业也受到一定波及。尽管全

球贸易体系面临挑战的不确定性在

增大，但全球半导体行业同仁也在积

极行动，协同应对。同时，全球半导

体技术仍在遵循摩尔定律加速演进、

超摩尔定律也在蓬勃发展。在技术

持续进步的驱动和 5G、智能网联汽

车、人工智能等新兴市场海量需求的

带动下，预计全球半导体市场呈不断

上升的趋势。多年来，中国半导体行

业坚持走创新发展和开放合作的道

路，积极融入到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创

新网络中。今年上半年，行业发展虽

然也受到全球外部复杂环境影响，但

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的韧劲更强，中

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发展

潜力仍然可期。半导体行业是一个

高度国际化的行业，任何一个国家或

地区都不可能实现100%的纯本土化

制造，大家必须携起手来，本着“开放

合作、相互包容、共同进步”的态度，

互相取长补短，谋求共同发展，才能

实现共赢。

桑杰·梅赫罗特拉表示，随着智

能手机、个人电脑和云计算应用等领

域的计算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人们在

生产生活中利用信息的方式被深度

优化。特别是在医疗保健、交通技术

和数据访问等领域，半导体技术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在产业链中占

据着越来越大的份额。得益于先进

的计算性能、更快的连接速度和新应

用程序所需的实时数据分析，全球半

导体行业的长期前景十分光明，产业

将持续扩展。在过去 20 年里，全球

半导体销售业务一直在以接近7%的

年复合增长率发展。当前中美贸易

形势不仅影响着两国的经济，也影响

着世界其他地区的宏观经济环境。

我们仍然希望，美国和中国可以共同

努力，理解彼此的观点，找到解决方

案，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提供

市场增长机会。

在上午的开幕演讲环节，中国

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

表示，集成电路技术是人类的智慧

结晶，集成电路技术把原本半个篮

球场、重达数百吨的电子计算机变

成了指甲盖大小、约50克，性能提升

10 的 9 次方的 CPU；基于闪存芯片

的30TB容量的便携式硬盘，可以储

存 1000 多万册书籍，相当于随身携

带一个大型图书馆。集成电路是一

切高科技产品及应用的核心。芯片

作为一个系统的中枢，就像人的大

脑一样重要。集成电路前沿共性技

术中有一些技术，如逻辑芯片、存储

芯片和一些变革性新技术均值得重

点研究。其中，在存储器上，动态随

机储存器（DRAM）技术面临电容瓶

颈，因此无电容 DRAM 技术是未来

的技术趋势。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

长、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魏少军

表示，2018 年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

销售收入为 2519.3 亿元，比 2017 年

的 2073.5亿元增长 21.5%，增速比上

年的26.1%回落4.6个百分点。在全

球集成电路设计业的占比将再次提

高。2018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各

主要环节继续维持两位数的高速增

长，设计业和制造业的增长率均超

过20%，但封测业增速回落到20%以

下。其中，芯片制造业增速最高达

到 25.6% ；设 计 业 位 列 第 二 为

21.5%。封测业销售额第一次超过

2000亿元。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的

产品分布在通信、智能卡、计算机、

多媒体、导航、模拟、功率和消费电

子等所有 8 个领域，企业的数量都

在增加。未来，中国集成电路产业

应抓住 5G、虚拟现实（VR）与增强

现实（AR）、物联网、医疗健康、超高

清晰度电视及显示技术、人工智能

与类脑计算、自动驾驶等带来的机

遇，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的集成电路

产业模式，以产品为中心重塑中国

集成电路产业。

此外，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有限公司联席CEO赵海军、新思科

技公司总裁兼联席CEO陈志宽、默

克公司副总裁樽谷晋司、美国半导

体行业协会总裁兼CEO约翰·纽菲

尔等嘉宾就集成电路未来发展趋势

和挑战做了展望和分析。开幕演讲

环节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副主任傅新华主持。

在下午的主题演讲中，紫光展

锐科技有限公司CEO楚庆，高通公

司全球副总裁雷纳·克莱门特，英伟

达全球副总裁潘迪，北京地平线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余

凯，施耐德电气高级副总裁李瑞，博

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张鹏飞，上海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沈伟国，安世半导体资深副总裁、

中国区总经理张鹏岗，中国半导体

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赛迪智库集成

电路研究所所长王世江发表精彩演

讲。主题演讲环节由中国半导体行

业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市集成电路

行业协会秘书长徐伟主持。

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

国、日本、韩国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企业家、专家学者1000多人参

加了本届活动。中国半导体行业协

会及理事单位负责人，有关高校、行

业学协会负责人以及产业链上下游

主导企业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为了突出专业、技术特色，聚焦

当前行业热点，本次大会除主论坛

外，9月4日还举办了六场分论坛，分

别是：5G芯片论坛、化合物半导体产

业趋势论坛、半导体产业链创新论

坛、RISC-V 产业化与开发者论坛、

半导体知识产权发展论坛、长三角集

成电路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研讨会等。

与大会同期举办的第十七届中

国 国 际 半 导 体 博 览 会（IC Chi-

na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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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展企业超过 200家，集成电路龙头企

业参展踊跃，包括紫光集团、华润微

电子、大唐电信等 IDM 企业，中芯国

际、华虹宏力、华力、和舰等晶圆代工

企业，长电科技、华天集团等封测企

业，北方华创、电科装备、中科飞测等

设备企业。此外，恩智浦、英伟达、东

京精密、迪斯科等国际公司以及联发

科技等台资公司也在展会现场亮相。

国内外行业协会也积极组团参

展。北京、天津、广州、深圳、陕西、南

京、厦门、无锡、苏州等地国内各地方

行业协会组团参展。韩国半导体协

会组织韩国半导体企业，成立韩国

展团，展示从系统到器件等诸多不

同品类的产品。

为了帮助产业吸引更多优秀人

才，大会组委会联合上海市集成电

路行业协会在展会现场举办了“IC

China 产业游学暨招聘会”，为半导

体企业与各大院校搭建合作平台。

组委会还设立了“创芯剧场”专区。

参展企业可现场进行最新技术、产

品以及优秀解决方案、成功商业模

式和应用案例的发布和推介。

为促进产用对接，大会特别推出

IC 产业应用对接会，邀请到大朋

VR、宁德时代、合众新能源、江苏电

子检验研究院等用户单位，长江存

储、华润微电子、华润安盛、三星半导

体等制造商采购部现场与参展企业

面对面交流，促进供需双方掌握一手

购销信息，打通渠道资源，实现双赢。

国内外行业协会也积极组团参

展。北京、天津、深圳、陕西、南京、

厦门、无锡、苏州、成都等地国内各

地方行业协会组团参展。韩国半导

体协会组织韩国半导体企业成立韩

国展团，展示从系统到器件等诸多

不同品类的产品。

本次大会由北京赛迪会展有限

公司、中国电子报社、赛迪智库集成

电路研究所、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承办。

第二届全球IC企业家大会暨IC China2019在上海举办

（上接第1版）
二是加强政策协调，完善基础设

施。中国愿与哥伦比亚等国加强政

策协调与经验分享，积极支持各国企

业合作开展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互联互通，共同提升基础设施对

信息通信业创新发展的支撑和保障

能力。

三是营造开放环境，提升合作水

平。中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

努力营造稳定透明、开放包容、公平

公正的发展环境。欢迎哥伦比亚及

其他国家企业踊跃来华投资经营，鼓

励中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

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共同促进信息通

信业持续健康发展。

开幕式后，王新哲与哥伦比亚信

息与通信技术部部长康斯坦因共同

出席了中国展区开幕式，并与康斯坦

因、厄瓜多尔通信部部长米切莱纳就

深化中哥、中厄在信息通信领域合作

交换意见。

本次大会中国主宾国活动由工

业和信息化部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承办，大会同

期举办中哥商务研讨会等配套活

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合作司、信

息通信发展司和电子信息司以及中

国驻哥使馆相关人员参会。

（布 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