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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和信息化的辉煌成就与宝贵经验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苗圩

热热 评评

全球智能硬件创新酝酿变局

李佳师

芯粒落地，先进封装延续摩尔定律？

工控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贯标
活动启动会在南京召开

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信
息化是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之一，正
在深刻重塑人类社会。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工业由小到大、由弱
到强，信息通信新技术新应用广泛
普及，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迈
出历史性步伐，走在了新的历史征
程上。

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建设

取得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
人民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用几
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
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发展
的“中国奇迹”。我国通过上世纪50
年代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60年代
的三线建设布局、70 年代的两次大
规模技术引进，基本建立了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
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和完善，工业管理方式转变为
以宏观调控和间接管理为主；国有
企业改革深入推进，逐步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在优化调整中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一步步由弱到
强，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对外开放合作深入开展，我们大力
引进外商投资，正式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经过70年特
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
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成倍甚至几
十倍上百倍地增长，高技术制造业
取得长足进步，国际竞争力显著增
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按现价
美元测算，2010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
值首次超过美国，占全球比重为
17.6%，位列世界第一。联合国统计
司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我国制
造业增加值规模达3万亿美元，占世
界的比重为24.5%。到2018年，这一
比重增长到28%以上，工业增加值规
模首次超过30万亿元。这些变化，
深刻改变了全球制造业乃至全球经
济发展的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工业和信息
通信业发展步入从数量扩张转向质
量提升的新阶段。我们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建设制造强国

和网络强国两大战略为引领，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去产能攻坚
战，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构建
制造业创新体系，布局智能制造和
工业互联网，积极发展绿色制造，
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开展“增
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
培育壮大战略性产业，推动工业通
信业总体规模和综合实力稳步提
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在主要领
域和方向上实现了“占有一席之
地”的战略目标。

快速推进

工业化的宝贵经验

70 年砥砺奋进，中国工业化积
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为人类社会
贡献了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坚持党的领导，走适合中国国
情的工业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国家经济
建设的战略重心，针对不同阶段的
形势任务，实施正确的战略举措。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民族和人
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
化”，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
略方针。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
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
发”。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以信
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
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
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
工业化路子。”胡锦涛同志指出，

“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
主线，遵循工业化客观规律，适应
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
势，积极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
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
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
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
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
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
平，不能脱实向虚”；强调“没有网
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
化就没有现代化”；并以全球视野
和战略眼光，全面开启建设制造强
国和网络强国的伟大征程。

坚持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既高度重视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
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又充分发挥市场竞争
和企业家的作用，鼓励促进各种所
有制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推动
各类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各展其
能、竞相发展。在改革中，我们采取
上下结合、以点带面、先易后难的办
法，既加强顶层设计，又给地方、部
门、基层等留出探索空间。比如，改
革开放初期，市场主体力量薄弱，政
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企业家群体成长壮大后，政府则着
力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实践证明，
各地区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政府的有
效引导，产业政策的作用功不可
没。当前，我国工业通信业发展正
处在转方式、优结构、换动力的攻关
期，落实各项战略任务，必须坚持全
面深化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
性地位，推动产业政策加快普惠化，
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市场的工具、

法治的手段破难题、解新题。
坚持扩大开放，全面融入全球

产业分工体系。习近平同志强调，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
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
下进行。”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果断
决策，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
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加快发展自己。1979年至2012年，
我国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
增长率，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
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
并坚持开放发展，加快构建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
理，我国对外开放取得新的重大成
就，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逐步
提升。我们要继续推进开放合作，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坚持引
资和引技、引智并举，遵循国际通
行规则，持续深化制造业、电信各
领域合作交流，推动竞争优势由成
本、价格优势为主向以技术、标准、
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
争优势转变。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10 月 10 日，在《工业
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发布
三周年之际，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
全防护贯标活动启动会在南京召
开。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
服务业司副司长王建伟、江苏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胡学同等领导
参加会议并讲话。

《防护指南》实施以来，在部党
组的统一部署和业界各方的共同
努力下，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
（以下简称“工控安全”）初步形成
了政策指导、标准支撑、产业创新
的良好局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作
为工控安全主管部门，重点开展了
三方面工作：一是持续完善政策和
标准体系，陆续发布了《工业控制系
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工业控制系
统信息安全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等政策文件，指导开展工控安
全标准体系建设，通过贯彻落实相
关政策标准，促使企业以较低成本
实现了重大安全风险的防范。二是
加快推动工控系统产业高质量发
展，建成工业控制系统应用项目库，

支持产学研用联合攻关，搭建供需
对接平台，助力产品的应用推广，形
成了一批典型行业工控安全解决方
案；三是加快工控安全保障能力建
设，按照《行动计划》有关部署，已建
成覆盖8个省市、200余家企业的国
家工控安全在线监测网络，初步构
建了攻防靶场、应急资源库及工业
控制系统检测环境等基础设施。下
一步，工信部将指导相关单位，一是
加快完善工控安全贯标工作机制，
扎实推进贯标，切实提升企业安全
防护水平；二是深化产学研用协同
攻关工作机制，培育产业良好发展
生态；三是加快落实“一网一库三平
台”建设要求，进一步强化综合安全
保障能力；四是充分调动地方资源，
建设地方贯标队伍，形成多级联动
的支撑体系。

会上，相关专家学者和骨干企
业、部属单位同志分别从工控安全
形势分析、贯标工作、典型问题、防
护要求、测评技术、案例剖析等方面
进行了广泛交流。

（耀 文）

最近，微软在纽约举办的
surface秋季发布引来热议。一方
面微软创造了不少新硬件形态、
新功能让人大开眼界。另一方面
微软此次发布的不少行为颇让人
费解，引发一些消费类媒体吐槽：
比如 Windwos 操作系统起家的
微软竟然拥抱了安卓；又比如芯
片一直都主要和英特尔“在一起”
的 微 软 现 在 居 然 让 高 通 定 制

“芯”。这究竟是微软硬件创新的
焦虑还是全球智能硬件江湖正酝
酿变局？

这次秋季发布会微软一共发布
了 7 款新产品，其中 5 款在今年推
出，两款将于 2020 年圣诞假期推
出。有人说电脑、平板、手机等硬件
创新的可变量和维度就那么几个：
尺寸、屏幕、键盘、输入方式。尺寸
或大或小，屏幕或折叠或旋转或曲
面，键盘或隐形或实体，不断折腾不
断创新。而在厮杀得最为激烈的手
机市场，最近竞争的焦点是折叠屏，
因为尚未成熟量产，所以究竟哪种
折叠会成为主流尚有悬念，尚有变
局空间，在有了“华为式折叠”“三星
式折叠”之后，微软宣布将在 2020
年 推 出“ 微 软 式 折 叠 ”，可 实 现

360°旋转的双屏折叠手机 Sur-
face Duo 和双屏折叠平板 Surface
Neo。

微软重返手机市场推出双屏
折叠手机采用安卓操作系统，是第
一个“槽点”。因为微软在2010年
就 推 出 了 手 机 操 作 系 统 Win-
dows Phone，作为一个手机操作
系统厂商现在采用另一家手机操
作系统做手机，外界必然有话要
说，认为这是微软对苹果和谷歌的

“妥协”。
“别介意它不用 Windows 而

是用安卓这一世界上使用最广泛
的移动操作系统。”微软CEO纳德

拉·萨提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
表示，同时他也承认了微软在移动
上的失败。他表示微软之所以要
做双屏手机和平板是因为微软没
有这样的设备品类。这或许就是
萨提亚和前几位微软领导人所不
一样的地方，并无所谓竞争对手和
敌人，就像十年前当他领导微软工
具和平台事业部时就已经让微软
的数据库 SQL server 跑在了“敌
人”Linux之上。 （下转第5版）

日前，台积电在美国举办的开
放创新平台论坛上，与 ARM 公司
共同发布了业界首款采用 CoWoS
封装并获得硅晶验证的7纳米芯粒
（Chiplet）系统。不同于以往SoC芯
片将不同内核整合到同一芯片上的
作法，台积电此次发布的芯粒系统
由两个 7 纳米工艺的小芯片组成，
每个小芯片又包含了 4 个 Cor-
tex-A72 处理器，两颗小芯片间通
过CoWoS中介层整合互连。

随着半导体技术不断发展，制
造工艺已经达到7nm，依靠缩小线
宽的办法已经无法同时满足性能、
功耗、面积以及信号传输速度等多
方面的要求。在此情况下，越来越
多的半导体厂商开始把注意力放在
系统集成层面。而芯粒正是在这一
背景下发展形成的一种解决方案。
它依托快速发展的先进封装技术，
可将不同类型、不同工艺的芯片集
成在一起，在实现高效能运算的同
时，又具备灵活性、更佳良率和更低
成本等优势。

何为芯粒？

近年来，芯粒逐渐成为半导体

业界的热词之一。它被认为是一种
可以延缓摩尔定律失效、放缓工艺
进程时间、支撑半导体产业继续发
展的有效方案。

根据半导体专家莫大康介绍，

芯粒技术就是像搭积木一样，把一
些预先生产好的、能实现特定功能
的芯片裸片通过先进的封装技术集
成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芯片。而
这些基本的裸片就是芯粒。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芯粒又是一种新形式
的 IP 复用。将以往集成于 SoC 中
的软 IP，固化成为芯粒，再进行灵
活的复用、整合与集成。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陈炳欣
本报讯 记者刘晶报道：10月

10日，2019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
览会（简称“通信展”）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办
公厅副主任徐朝锋主持发布会，部
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
闻库出席会议，并代表主办单位介
绍本届展览会筹备组织情况，中国
邮电器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兼总经理潘臻出席并回答
记者提问。

据介绍，本届通信展将于10月
31日至11月3日在北京举行，总展
示规模约4万平方米，共有中国、美
国、英国、瑞典、芬兰等国家和地区
约 400 家单位参展。本届展会以

“5G融合，共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
界”为主题，将全面展示当前信息通

信业最前沿、最领先的新技术、新
业务和新应用，尤其是 5G 当前产
业发展和应用的最新成果。展会
设置“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
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展、“智
创美好生活”专区等，展示5G在超
高清视频、车联网、智慧城市、浸入
式游戏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以及网
络提速降费、电信普遍服务和网络
扶贫取得的成果。

展会同期将举办近 20 场前沿
峰会与论坛，将发布千兆城市评价
标准，并首次发布全国十大高校、十
大高铁站的移动网络速率排名等，
公布第二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
大赛、ICT中国年度评选等多个奖
项获奖结果，并发布ICT创新应用
解决方案和案例汇编。

2019年中国国际通信展
10月底在北京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