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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2019年

第二轮巡视动员会召开

资本推动了资本推动了AIAI？？

热热 评评

四川：引领中西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苹果为何频频
与“玻璃”较劲

李佳师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当前，全球化正在进入“万物互
联”的新时代，电子信息产业是本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已经
成为世界各国抢占发展制高点的战
略选择。电子信息产业代表新的生
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引
领创新和驱动转型的先导力量，是
当前我国倡导的“互联网+”及“制造
强国战略”的核心支撑，具有创新活
跃、渗透性强、带动力大等特点，对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
业与新业态，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
要作用。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
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是新常态

下经济社会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序
发展的必然举措，是强化竞争优势、
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发展成就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全行
业70年的不懈努力，四川电子信息
产业由小变大，由弱渐强，成为四川
省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特别
是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八大以来，四
川省电子信息产业取得了长足发
展，形成了坚实的网络基础、应用基
础和用户基础，生态体系进一步完
善，产业链构建和掌控能力显著提
高，正日益成为四川省创新驱动发
展的先导力量、驱动经济持续增长
的新引擎、引领产业转型和融合创
新的新平台、提升政府治理和公共
服务能力的新手段。

（一）产业规模中西部第一，是

全省第一支柱产业。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电子信息产业，无论是发
展七大支柱产业、七大战略新兴产
业、五大高端成长型产业以及“5+
1”现代产业体系，电子信息产业始
终都被视为必不可少的内容，始终
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作为五大万亿
产业之首，数字经济的核心支撑的
电子信息产业，2018 年，四川省建
立了省领导联系指导电子信息产业
的工作机制，由省领导分别牵头集
成电路与新型显示、新一代网络技
术、软件与信息服务、大数据四个细
分方向，研究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
工作。根据工信部运行监测局数
据，四川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居中西
部第1，全国第7位，2018年，四川省
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258亿元（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主
营业务收入4955.5亿元，软件服务
业营业收入4302.5亿元），同比增长

14.1%。预计2019年电子信息产业
成为四川省第一个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破万亿元的产业。

（二）重点领域水平提升，行业
竞争力居国内前列。四川电子信
息产业体系较为完备，目前已形成
涵盖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与数字视
听、终端制造环节、软件研发、移动
互联网应用的完整电子信息产业
体系，其中军事电子装备整体实力
居全国第 1 位，网络信息安全产业
规模居全国第 2 位，大数据应用指
数居全国第 4 位，集成电路产业规
模居全国第 5 位，大数据发展综合
排名全国第 6 位，全球第二条、国
内第一条AMOLED生产线的成都
京东方在四川量产，世界一半的笔
记本电脑芯片在四川封装测试，全
球 50%的苹果平板电脑在四川生
产，微型计算机年产量超过全国的
五分之一。 （下转第2版）

最近的苹果频频和“玻璃”
较劲。两年前落成的苹果新总
部“甜甜圈”大楼耗资 50 亿美元
采用了全球最大的玻璃幕墙，据
说因为圆形所以对于玻璃成型
精度要求极高，精度达到0.88毫
米的曲面玻璃，每一块都造价不
菲 。 最 近 刚 刚 问 世 的 苹 果
iPhone 11系列，采用磨砂纹理玻
璃后盖，宣称“智能手机中最坚
固的玻璃”，也成为卖点。另一
个苹果与玻璃有关的事，是苹果
最近再向精密玻璃制造商康宁
公司投资2.5亿美元，加上早前苹
果投康宁的 2 亿美元，目前苹果
对康宁的投资已经提高到了 4.5
亿美元。

苹果为什么要加码投资康
宁，玻璃对于苹果、对于下一代
的5G手机究竟意味着什么？

关于玻璃，有什么玄妙？北
京交通大学光电技术研究所教
授徐征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决定玻璃“高下”
的有两个部分：一是配方。参数
配方不同会导致玻璃的硬度、耐
力、脆度等不同。二是成型。目
前有两种成型方法，一是以康宁
主导的溢流法，二是以旭硝子等
主导的浮法玻璃。从业界来看，
康宁的溢流法所制造的玻璃一
直是领先的。

“目前，在手机中很多地方
需要用到玻璃，手机盖壳、玻璃
基板、玻璃背板等。而5G手机的
测试中，如果采用金属背板会导
致信号被屏蔽，所以采用玻璃和
陶瓷背板就成了选择。再加上
手机未来的薄型化和弯曲化等
需求，对玻璃工学的要求必然进
一步提高。所以掌握上游的‘玻
璃话语权’就有了很高的商业价
值。”徐征说。

对于玻璃、显示等被手机企
业高度关注，彩虹电子玻璃研究
院副院长王答成此前在接受《中
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
这与近几年显示追求全屏显示
（只留声控区）、边显（3D屏R部
分显示）和曲面屏、柔性及折叠

屏的技术路线有关。
事实上，苹果重视玻璃并非

近几年才开始。苹果公司和康宁
的合作始于 10 年前，在第一代
iPhone推出时，苹果就通过技术
辅助、人力和资金注入来助力康
宁做出了 iPhone 和 iPad 玻璃面
板，开启了智能手机时代。苹果
让手机显示从塑料屏幕进入到玻
璃屏幕时代，从前面使用玻璃到
前后使用玻璃的“三明治”设计，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苹果所创造
的智能手机时代，玻璃是重要的
功臣之一。

2017年5月，苹果CEO库克
宣布启动 10 亿美元的先进制造
基金，用于投资与苹果产品产业
链相关的企业。尽管有分析称该
苹果制造基金主要是“献礼”于

“美国先进制造业回归”的要求，
但从苹果自身以及产业长远发展
趋势来看，更深度地介入到上游
产业链已经成为手机企业打造核
心竞争力、形成差异化竞争力的
必然选择。

玻璃有着更好的显示效果和
造型设计效果，前后采用玻璃的

“三明治式”设计曾让苹果独领风
骚，但其易碎性却也被果粉们诟
病。因此，如何突破易碎性就成
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 刚 刚 问 世 iPhone 11 系
列，磨砂纹理的后盖玻璃就成为
了卖点之一。因为在玻璃中加入
一些沙子或硫酸等化学药品，通
过压缩机喷的高压气流打到玻璃
表面，形成了磨砂纹理玻璃后盖，
更漂亮也更为坚固，苹果宣称，这
是“智能手机中最坚固的玻璃”。
从磨砂玻璃到曲面玻璃、折叠玻
璃，关于玻璃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苹果在这次增资的新闻稿中
表示，康宁位于肯塔基州的哈罗
兹堡生产线已经成为两家公司
10 年来合作的一部分，成为追加
投 资 的 重 点 ，每 一 代 iPhone、
iPad 和 Apple Watch 的玻璃，
都在这里生产。（下转第7版）

本报讯 9 月 25 日，国家增材
制造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推进会在陕
西西安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王志军出席会议并讲话，陕西省
副省长徐大彤出席会议。

王志军指出，增材制造改变了
传统制造的理念和模式，在航空航
天、汽车和医疗等领域具有广阔应
用前景，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的
重大使命，就是要尽快缩小差距，迎
头赶上，取得战略主动，补齐成果转
化不畅、共性技术缺失等短板，面向
行业重大共性技术需求，加速科研
成果转移扩散和商业化应用，提升
行业技术创新能力，支撑行业高质
量发展。

王志军要求，国家增材制造创
新中心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建设，重
点做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是坚持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定
位，聚焦产业发展急需，致力于突破
单个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没有能力
攻克的短板和弱项。二是加强创新
成果工程化能力建设，瞄准技术成
熟度四到七级环节，着力解决增材
行业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和关键设
备等方面的工程化难题。三是加快

技术扩散和产业化应用，继续发挥
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用，建
立完善技术成果转移扩散机制，强
化对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四
是坚持企业化运作机制，把握有限
目标、市场导向、经济效益三个特
点，认真研究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
逐步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

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成立两
年多来，依托西安增材制造研究院
有限公司建设并组建了全国增材制
造（3D打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以“公司+联盟”模式聚焦耐高
温透波材料、大型金属增材制造装
备、光固化和电子束增材制造工艺、
智能增减材制造软件平台等技术领
域，重点解决增材制造材料、创新设
计、装备、工艺、软件及核心器件等
方面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转移转化
和产业孵化，助推增材制造行业创
新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装备
工业司有关负责同志，陕西省政府、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西安市政
府等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创新中
心股东单位、联盟单位的代表等
120余人参加了推进会。（布 轩）

本报讯 9 月 23 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党组 2019 年第二轮巡视动
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
设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落实《关于中央部委、中
央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开展
巡视工作的指导意见 （试行）》
（下称 《指导意见》） 文件要求，
对新一轮巡视作出部署。工业和信
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部党组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肇雄出
席会议并讲话。工业和信息化部巡
视办负责人、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
书记张立主持会议。

陈肇雄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对加强和改进中央
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作出全面部
署，为我们推动部系统党的建设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巩固深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结合起来，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
要求，全面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
实，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陈肇雄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

《指导意见》任务要求，以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推动部党组巡视工作走
深走实。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做
到坚守政治巡视定位，把巡视工作
放在管党治党大局中谋划，积极探
索把巡视纳入“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一体推进工作格局；要不断实
现提质增效，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做
到准确发现问题，保证巡视的权威
性和公信力；要不断取得创新成果，
在继承好过去经验的同时大胆创
新，积极探索加强巡视巡察工作的
有效方式。

陈肇雄强调，巡视组的同志要

提高政治觉悟和履职本领，旗帜鲜
明讲政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
争本领，以发现问题为根本，以过
硬作风为保障，圆满完成巡视各项
任务。

本轮巡视将组建两个巡视组，
以“一托四”形式对8家单位党组织
开展常规巡视。近期，巡视组同志
进行了集中培训，开展了学习交流、
工作对接、细化方案等方面的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2019 年第二轮巡视两个巡视组的
全体同志，被巡视 8 家单位党政主
要负责同志和有关工作部门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耀 文）

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建设工作
推进会在西安举行

旷视科技、商汤科技、依图科
技和云从科技四家人工智能（AI）
创业公司，被业界称为 AI“四小
龙”，它们业务相似、规模实力相
当。近期它们在资本市场磨刀霍
霍：旷视科技在融资12亿美元后打
响了上市的第一枪；商汤科技完成
了 30 亿美元的巨额融资；估值约
30 亿美元的云从科技声称将于明
年科创板上市；依图科技获得了五
轮融资，有望在两年后上市。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兼CEO
徐立曾指出，AI真正意义上的商

业变现，需要仰仗资本的力量。这
或许是 AI 创业公司普遍的融资逻
辑。但对于估值动辄百亿元级别的
企业，未来能够带来与其估值匹配
的营业收入吗？

融资的逻辑

当前，人工智能的竞争已进入
白热化阶段，各大AI创业公司已经
从一开始的拼技术、拼履历，陆续进
入到拼资本、拼落地的实干阶段。
云从科技联合创始人兼战略总监姚
志强指出，竞争和比拼推动了一轮
轮融资热潮。

公开数据显示，2014 年—2017
年，中国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数量仅
占全球9%，但却拿到了全球48%的
融资，排名全球第一；2018年，中国
人工智能领域共有 201 个项目获
得投资，获投总金额为 1117.19 亿
元。记者从赛迪顾问发布的《2018
年—2019 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投
资研究年度报告》（以下称为《报
告》）中了解到，在计算机视觉、智
能驾驶、机器人、智慧医疗等主流
的 AI 落地商用场景中，计算机视
觉领域获投企业最多、投资金额最
大，商汤、旷视、云从、依图“四小
龙”业务均所属于计算机视觉领

域。和中国 529 家人工智能企业
一样，四小龙急需不断地在 AI 场
景落地上有所突破，在资本市场动
作频频、融资额屡创新高。

旷视科技一个月前宣布将于今
年第四季度正式在港交所上市。招
股书资料显示，截止到目前，旷视科
技已经完成了4轮12次的融资，总
融资金额达 13.49 亿美元。完成 D
轮融资后，公司被估值超 40 亿美
元。被称为“融资机器”的商汤科
技，近日在公司成立的五年之际，完
成了30亿美元的巨额融资，公司估
值超75亿美元。

（下转第3版）

本报记者 齐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