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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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
魏少军出席会议并发表了开幕演
讲。魏少军在演讲中表示，未来，中
国集成电路产业应抓住第五代移动
通信、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
（AR）、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带来
的机遇，以产品为中心重塑中国集
成电路产业。

设计、制造和封测三业销售

均超过2000亿元指日可待

魏少军在演讲中表示，从2013
年起，中国每年进口集成电路的价
值就已超过2000亿美元。2018年，
中国进口集成电路4176亿块，价值
3121亿美元，占全球半导体产业的
2/3，也就是说，全球每生产 3 块集
成电路就有两块进口到中国来；出
口集成电路2171亿块，价值846亿
美元，由此产生的贸易逆差创下历
史新高，达到2275亿美元。从集成
电路进出口情况可以得出结论，产
业链分工合作是全球经济发展，特
别是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魏少军指出，中国的半导体产
业结构和世界上主要半导体发达国
家不太一样。中国的集成电路业设
计、制造、封装三业分离，而且IDM
很小，因此中国的集成电路产品主
要由设计公司贡献。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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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提高。可
喜的是，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的销
售统计中，几乎100%是由中国本地
企业贡献的。

魏少军同时介绍了中国集成电
路产业各环节的发展情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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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造和封测三业销售均
超过2000亿元应该指日可待。

他同时表示，2018 年，中国芯
片制造业延续了 2017 年的快速增
长势头，全年销售额达到1818.2亿
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25.6%，处于
高位运行。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这
一统计值中包含了在中国大陆的外
商独资和台资企业的经营数据，所
以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也包含这些企
业的贡献。中国集成电路制造业销
售统计中，预计约 50%由外资和台
资在中国大陆的企业贡献。2018
年，中国芯片封测业在2017年取得
超过20%的年增长率后再次回落到
20% 以 内 ，为 16.1% ，销 售 额 为
2193.9 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过 2000
亿元。与芯片制造业相类似，在这
一增长中，外商独资企业和台资企
业在中国大陆的贡献同样功不可
没。不过，魏少军认为，外商独资和
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贡献在封测
领域要比在芯片制造领域所占的比
例低一些。尤其是通过前几年的并
购和扩产，大陆企业的贡献率在提
升。中国集成电路封测业销售统计
中，预计超过 30%由外资及台资在
中国大陆的企业贡献。

中国半导体产业

应以产品为中心

过去20年，中国集成电路设计
业取得高速发展。1990—2018年，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42.7%。2018
年全行业销售达到2519.3亿元人民
币，第一次超过 2500 亿元大关，在
制造、封装和设计三业中位列第一。

魏少军在演讲中介绍了中国集

成电路设计业产品的分布情况。他
说，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产品分布
在通信、智能卡、计算机、多媒体、导
航、模拟、功率和消费电子等8个领
域，且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从
事通信芯片设计的企业从 2017 年
的266家增加到307家，对应的销售
总和提升了16.34%，达到1046.75亿
元；智能卡企业从上年的62家增加
到71家，但销售总和下降了0.72%，
为138.14亿元；从事计算机芯片设
计的企业数量从去年的85家增加到
109家，销售大幅提升了180.18%，达
到359.41亿元。

魏少军指出，上世纪在中国台湾
地区出现的“设计-代工”模式无疑
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业模式
创新，对于地域狭小、战略纵深不
够、发展空间受限的台湾地区发展
集成电路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全
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一种选择。中
国大陆在上世纪末选择这一模式也
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仅仅采用“设
计-代工”这一种发展模式，甚至认
为这是唯一的模式，就有失战略判断
的水准了。因此，必须正视中国集成
电路产业结构不合理这一现实。

他认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过
去 20 年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对
外加工和服务，这导致国内IC产业
结构出现扭曲，这种扭曲就是制造
和封测主要对外服务，设计业又从
外面寻找制造和封测资源的“两头
在外”状况。2000 到 2005 年，国内
IC 设计业在智能卡芯片上取得重
要突破，在全球占有重要的市场份
额；2005 到 2010 年，通信芯片发展
很快，实现比较大的增长；2010 年
以后，国内集成电路设计业主要聚
焦在移动智能终端芯片上。下一步
应该重点发展什么？魏少军给出答
案。未来，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应抓
住第五代移动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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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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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
造有限公司联席 CEO赵海军出席
会议并发表了开幕演讲，赵海军在
演讲中表示，摩尔红利和市场细分
是未来发展两大动力。

集成电路发展

具有周期性

赵海军说，集成电路具有周期
性，一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每四
五年有一个周期，二是每一年都
有周期。

今年预计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
“小年”，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去年
和前年存储器价格涨得太高，现在
价格回落到比较合理的价位。二是
今年大家都热切等待着5G、人工智
能的出现，很多市场都不投入新的
产品，因为今年投入就是一个过渡
期。三是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有
人急着转移产业链，这些都对行业
产生了影响。但中国的情况可能与
全球的情况有所不同。

现在集成电路行业有几个特
点，第一是整个集成电路的产业趋
势是由手机驱动，同样的逻辑电
路，以前主要是电脑驱动发展，现
在是手机驱动发展，手机里面里的
CPU芯片即AP，它的运算速度、功
能架构、密度和耗能在驱动集成电
路发展，过去台积电、三星、英特尔
这样的公司有非常成功的研发经
验。第二是英特尔在 2011 年成功
打造了 22 纳米的 FinFET 技术，这
之后它的器件基本保持在22纳米，
所以很多企业从22纳米、14纳米，
一直做到 7 纳米，因为其中没有太
大区别。第三是市场生态在发生变
化，手机性能在演进，手机正在变成

一个数据处理中心；人工智能在发
展，要实现比较理想的性能，需要
用到 7 纳米工艺，目前 7 纳米以上
实现的人工智能受到了极大限制，
但是 7 纳米以下有新的推动力；在
5G 影响下，物联网也会和 5G 一起
发展起来。

代工趋势是

技术/生态/平台共同发展

赵海军说，全球代工业的趋势
是技术、生态、平台都在发展，所以
现在谈集成电路制造不谈工艺技
术，而是将设计、工艺与封装连在一
起谈。

未来发展有两个动力：第一个
是摩尔红利还在，用户用同样的钱
可以买到更好的性能、更多的功
能。这样可以在第二年用同样的
1000元买到比今年更好的手机，这
是靠摩尔定律实现的红利，如果技
术可以实现，一直发展到1纳米，摩
尔红利都还存在。

第二个巨大的推动力是产品市
场的细致划分，原来 8 英寸不能做
CPU，现在也在蓬勃发展。现在同
时建的 8 英寸生产线有十几条，其
主要原因是做不同的东西要求的工
艺越来越极致，生态、设计和制造会
捆绑在一起，无论存量还是增量，代
工来者不拒。因为市场无穷大，像
快餐店一样，误打误撞也可以取得
成功。

赵海军说：“纵观国内代工业的
发展历史，我选择了一个词，即‘因
为选择，所以不同’”。在19年的发
展历程中，以中芯国际为例，存储器
厂做了一年半以后废掉，因为更先
进的产品和技术出现了，旧厂没有
用了，得不到用户认可。2011年以
后，中国的代工技术逐渐成熟，也有
自己的 PDK、IP 等，这让中国的设
计公司也可以来这里代工。

大家相信中国的集成电路一
定出现野蛮生长时期，做的办法就
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国
内的代工厂有四个选择，做领导

者，做变革者，做跟随者或者利基
者，国内基本选择的都是做快速的
跟随者。实现的方式是争取做大
客户、大平台、大技术、大几率事件
的第二供应商，做成以后再实现在
细分市场做第一供应商。战略跟
随的方法就是产能、低价、高质、
快速。

四个领域

驱动代工业发展

未来驱动代工业的发展主要是
四个领域，分别是移动通信、数据
流、互联网或者是万物联网、电动汽
车。未来的主流是先进工厂，目前
手机里面约有14～15个集成块，只
有1个CPU和3个存储器的4个集
成块是由最先进的技术驱动发展
的。其他的都是成熟技术，而之所
以成熟技术没有表现出成长，是因
为原来的先进技术不断变为成熟技
术，成熟技术是跟随先进技术一同
发展。实际上去年的新工厂就是今
年的成熟工厂。

赵海军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半 导 体 市 场 ，今 年 大 约 占 全 球
45%～47%的市场份额。国内有这
么大的需求量，但国内的供给还是
非常小的。所以，这一方面说明我
国集成电路产业前途巨大，另一方
面也说明有一些根深蒂固本质上
的原因在阻碍着产业发展，因此，
要想让产业变得更大，就要克服这
些阻碍。

第一个阻碍是最先进的技术，
先进制程已经变成了小众群体，是
VIP俱乐部，这个俱乐部要有钱、有
技术，最重要的是做到两点，一是准
时交付，二是绑定客户。

中芯国际目前在北京、天津、上
海、深圳设有基地，在国外也建立了
销售处。每月生产12英寸10万片，
8英寸25万片。中芯国际可以从设
计服务开始，一直到最后封装、测
试，为生态合作伙伴一次性做好，这
对中国国内上千家设计公司来讲是
非常必要的。

“

”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联席CEO赵海军：

摩尔红利和市场细分

是未来发展两大动力

本报记者 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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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产品为中心

重塑中国集成电路产业

过去20年，中国集
成电路设计业取得高速
发展。1990—2018 年，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42.7%。

集成电路具有周期
性，一是在经济发展
过程中每四五年有一
个周期，二是每一年都
有周期。

“

”
本报记者 诸玲珍

（上接第1版）
一是从小到大，规模总量大幅

扩张。解放初，全省工业经济基础
十分薄弱，现代工业几乎为零，1949
年工业生产总值仅有 2.64 亿元，全
省人均工业产值 20 元。通过 70 年
砥砺奋进，江西省工业成功跨越一
道又一道关坎，实现一个又一个突
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006
年突破千亿元首关，2012—2015 年
又连续跨越4000、5000、6000和7000
亿元大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营
业务收入2010年破万亿元，2012年
破两万亿元，2014 年破三万亿元。
2018年全省规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32077.4 亿元，约是 1949 年的
1.2万倍、1978年的436倍。

二是从后到前，增速保持全国
前列。改革开放前，江西工业建设
与新中国同步并进。改革开放后，
由于历史原因，江西省工业发展相
对滞后，与周边省份差距逐步拉
大，从并跑变为跟跑。进入新世纪
后，江西工业一举扭转越跑越慢的
窘 境 ，迎 来 高 速 增 长 的“ 黄 金 十
年”。2015 年以来，全省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保持在8.9%～9.2%的合
理区间，连续 5 年稳居全国第一方
阵、领跑中部省份，年度增速高于
全国平均 2.6 个百分点左右。今年
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9.1%，高于全国平均 3.1 个百
分点，列全国第 3 位、中部第 1 位，
为近年最好水平。

三是从无到有，生产能力空前
提升。新中国成立初，江西省工业
多为作坊式轻工业，占比近80%，只
能生产纱、布、火柴等为数甚少的日
用品。70 年砥砺奋进，江西省工业
生产能力迅猛增长，产业体系逐步
完善，拥有 92.7%的工业大类，覆盖
191 个中类，形成庞大生产能力，多
项工业产品生产力位居全国乃至全
球前列。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的触
控屏出货量已占全国40%以上。其
中，欧菲光生产的指纹模组年出货
量达1.9亿颗，联创电子生产的运动
相机镜头年出货量占全球70%。

四是从旧到新，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长期以来，江西省产业发展
立足于资源禀赋，逐步形成以资源
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传统产
业比重大。进入新常态，江西省产
业转方式调结构步伐加快，2009 年
在全国率先发布第一个省级战略新
兴产业发展规划，全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加速兴起，航空、电子信息、装
备制造、中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

优势产业发展迅速。前年，电子信
息产业破2000亿元，去年物联网产
业破500亿元，今年航空产业有望破
千亿元。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分别为 35.2%、21.3%。同
时，江西省大力发展绿色制造，加快
建立绿色制造体系，培育了一批绿色
工厂、绿色园区，六大高耗能行业占
比、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

五是从弱到强，产业实力不断
壮大。新中国成立初期，企业小且
零星分布，无一个产业成规模。通
过70年砥砺奋进，江西产业全面扩
容、大幅增长，多个产业规模位居全
国前列，具有较强话语权，如电子信
息产业居中部第二。2018 年，全省
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亿元产业10个，
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77.4%。其中有色产业过6000亿元，
电子信息、建材、石化、食品、钢铁等
产业过2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江
西省多数重点产业继续保持平稳增
长 。 其 中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增 长
23.6%，有色、装备制造（不含汽车）、
建材、航空、中医药均增长10%以上，
移动物联网、LED、VR、节能环保等

新兴产业增速也呈加快趋势。
六是从单一到多元，所有制结

构更加完善。2018 年，全省非公有
制规上企业数占全省企业总数95%
以上，贡献营业收入80%左右，拉动
工业增长 7.7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86.5%。

七是从少到多，企业数量规模
持续壮大。1949 年，全省企业不仅
数量少，而且规模小，都是小型、微
型作坊，勉强称得上“工厂”的仅有
70家，“矿”仅有十余座。通过70年
砥砺奋进，江西工业企业呈井喷式
增长，大中小梯次不断完备。2018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1630
家。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过50亿元
企业42家，过百亿元企业21家。江
铜过2000亿元，江铃集团达千亿元
级。国家级单项冠军示范（培育）企
业5家，入选国家“专精特新”库中小
企业7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365家、单项冠军企业23家。

八是从加工到创新，技术水平
不断增强。过去，我们通过承接产
业转移，以贴牌为主，产业多处于微
笑曲线底端，附加值低、竞争力弱。
新世纪以来，通过强化技术创新、融

合互动，工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技
术创新方面，多年规模以上企业研
发投入保持10%以上增速，增速处于
全国前列，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实现
全行业覆盖、达330家，基本形成以
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产业
技术研究院、制造业创新中心、园区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为架构的创新
平台体系，涌现出一批高端高质创
新成果。互动融合方面，累计应用
智能装备近 1.3 万台（套），建设“数
字化车间”近千个，上云企业数超
1.3 万家，建成上饶大数据、抚州超
算中心等一批大数据产业基地。鹰
潭建成全国首个地市级全域覆盖窄
带物联网。

九是从散到聚，集聚水平稳步
提升。改革开放前，企业落地、产业
布局更多考虑的是“就地取材”，产
业成点状布局，很少成群。新世纪
交替，乡镇企业虽火热，但依然是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新世纪后，
江西省主要依托工业园区搞企业、
办工业，并向专业化园区、产业集群
转变，实现从粗放发展向集约集聚
发展转变。目前，江西省共有省级
以上开发区103个，其中，国家级19

个（国家级高新区9个、国家级经开
区10个）。2018年，全省工业园区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25843亿元，占全省
工业80.5%；过百亿元的70个，超过
500 亿元的 12 个，过千亿元的 4 个，
南昌高新区超2000亿元。

十是从配角到主角，工业主体
地位更为突出。江西是传统农业大
省，“画好山水画，写好田园诗”是以
往的主旋律，工业长期服从农业、服
务农业。新世纪以来，省委、省政府
作出战略大调整，坚持以新型工业
化为核心，先后实施两个“三年翻
番”、两个“三年强攻”、两轮“工业强
省”战略，江西工业驶入快车道、换
车道。1993 年，工业比重首次超过
农业。2018 年，工业占 GDP 比重
36.9%，高于全国平均3个百分点，贡
献率达41.9%，成为经济发展第一动
力，财税收入主要来源，就业富民重
要渠道，创新创业核心阵地，是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的主力军。

展望新时代，江西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首要战略，按照“作
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和“五个推
进”更高要求，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
略，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矢
志重塑“江西制造”辉煌。

江西：从“零”起步写就工业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