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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解析
热点背后的新闻

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2019年

燕山-太行山片区脱贫攻坚部省部际联系会议

首届世界显示产业大会
11月22日合肥举办扛起“片长”职责 打赢收官之战

——工信部推进燕太片区脱贫攻坚工作综述 本报讯 作为工业和信息化
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第十三届中国（合肥）国际家用电
器暨消费电子博览会的重要板块，
首届世界显示产业大会将于2019
年 11 月 22 日—24 日在安徽省合
肥市举办。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显示美好
生活”，包括开幕式，一场主论坛，
六场分论坛及投融资对接会，多场
新品、报告发布活动，同期还将举
办新型显示展。大会是全球显示
产业领域规格高、规模大、影响力
强的盛会。

本次大会凸显国际化。来自
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
国、瑞典、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相
关行业协会的领导和代表，数十名
院士和著名专家，数百家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的高层将齐聚合肥。参
加大会和展览的企业，既有京东
方、华星光电、天马、维信诺、创维、
联想、海信、长虹、雷曼光电、三安
光电等本土巨头，也有 LGD、康
宁、默克、应用材料、住友、索尼等
国际著名企业。

本次大会聚焦专业化。目前，
TFT-LCD、OLED、Micro-LED、
LED、激光显示、电子纸等各种显
示技术同台竞技。大会围绕“从沙
子到整机”的完整产业链，通过主
论坛，院士讲坛、OLED 产业发展
论坛、MicroLED 显示论坛、柔性
AMOLED 创新应用论坛、激光显
示论坛、显示材料设备论坛和投融
资对接会等平行论坛活动，新型显
示展，探讨技术路径和市场趋势，
展示最新创新技术和应用成果。

本次大会致力品牌化。大会
是由国家政府主管部门首次主办
的世界级显示大会，中国光学光电
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中国电子视
像行业协会、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
会、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
中国OLED联盟、国际信息显示学
会中国区（SID China）、国际半导
体产业协会 SEMI 等国内外著名
协会和企业承办相关论坛和活动，
政产学研用金结合，致力于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年度盛会。

记者从大会组委会获悉，出席
本次大会的专家有：中国科学院院
士、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中国科学

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
黄维，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华，中国工程
院院士许祖彦，中国科学院院士支
志明，瑞典皇家科学院和工程科学
院院士 Lars Samuelson 等。企业
家有：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陈炎顺，创维集团董事局
主席赖伟德，TCL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
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赵勇，维信诺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德强，天
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宏良，LG Display社长黄龙起，康
宁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兼总经理李
放，默克集团高级副总裁、显示材
料 全 球 产 品 研 发 负 责 人 Jo-
hannes Canisius，应用材料公司显
示及柔性技术事业群副总裁兼首
席营销官Max McDaniel，国际信
息显示学会（SID）上任主席金容
奭等。京东方、华星光电、天马、维
信诺、创维、雷曼光电、LGD、康宁
等60多家著名企业参展。

新型显示产业是各国竞相发
展的战略性产业，全球显示产业正
加速向中国大陆转移，中国大陆
TFT-LCD 面板出货面积和出货
金额均居世界第一，已经成为全球
显示产业成长的主要动力。安徽
省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中部崛
起两大国家战略覆盖的唯一省份，
合肥市是我国“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双节点城市。近年来，安徽
省和合肥市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世界级新型显示产业集群，
培育了一大批新型显示领域龙头
企业，一个中国面板产能最大、产
业链最完整、技术水平一流的集聚
发展区正在快速成长。到 2022
年，安徽省新型显示产业产值力争
突破2000亿元。

当前，全球显示产业进入转型
升级和深度演变的关键时期，首届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的举办，不仅可
以吸引更多优质资源进一步向安
徽省、合肥市集聚，推进安徽省与
合肥市构建世界级新型显示产业
生态圈，而且可以进一步加强国内
外交流合作，促进产业链协同创
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
技术产品应用，推动全球平板显示
产业高质量发展。 （耀 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
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打响了一场脱
贫攻坚的伟大战役。地处燕山和太
行山腹地的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
特殊困难地区（以下简称“燕太片
区”），是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之一，
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最深切的牵挂之一。近年来，习近
平总书记扶贫调研走遍了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也走遍了燕
太片区三省区的重点贫困区域。今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10余次
对扶贫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批示。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脱贫攻坚已
到了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
段。要采取有效措施，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
攻坚战。

11 月 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召开 2019 年燕
山-太行山片区脱贫攻坚部省部际
联系会议，这是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刚刚闭幕后召开的一次对燕太片
区脱贫攻坚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
效机制，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
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
打赢燕太片区脱贫攻坚收官之战提
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联
系会议上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以更大的力度补齐片区脱贫攻坚短
板，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扎实的
工作、更加务实的作风，坚决打赢燕
太片区脱贫攻坚战。燕太片区三省

区、各部际成员单位、京津对口帮扶
部门代表纷纷表示，要按照会议要
求，一鼓作气，全力以赴，咬定目标，
支持片区高质量打赢燕太片区脱贫
收官之战。

当好“片长”抓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脱贫攻坚
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

集革命老区、深山区和贫困地
区于一体的燕太片区，脱贫攻坚注
定是复杂艰难的系统工程，要打赢
这场战役，既需要无畏艰难的勇气，
更需要周密的部署、可行的方案、扎
实的行动。

作为燕太片区脱贫攻坚牵头联
系单位，工信部扛起“片长”职责，把

脱贫攻坚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强力推
进，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的具体
措施，下大力气沟通联系、督促指
导，联动发力、回应需求，精心部署、
统筹协调燕太片区脱贫攻坚工作，
全力当好“片长”，在政策倾斜、项目
帮助、资金支持等方面，推进重点任
务落实到位。

几年来，在脱贫攻坚的道路
上，工信部肩负起“片长”的重任职
责，三省区、各部际成员单位、京津
对口帮扶部门凝心聚力、不懈奋
斗，为燕太片区脱贫攻坚交出一份
满意的答卷：从 2013 年到 2018 年，
片区贫困人口由 165 万减少至 40
万，稳定脱贫125万人；贫困发生率
由17.9%下降到4.5%；33个片区县中
有14个县顺利脱贫摘帽。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11 月 7 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召开燕山-太行山片区脱贫攻坚部
省部际联系会议，工业和信息化部
党组书记、部长苗圩出席会议并讲
话，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夏更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常
务副主席马学军，河北省副省长时
清霜，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梁敬华，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副司长
王冬欣出席会议，工业和信息化部
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志军主持会

议。教育部等20家部际成员单位和
北京市、天津市对口帮扶协作单位，
三省区扶贫办、工业和信息化厅、通
信管理局，乌兰察布市等 6 地市 33
个片区县人民政府，以及工业和信
息化部机关有关司局共140余名代
表参加会议。

苗圩指出，在全国上下深入学
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之际，
召开片区部省部际联系会议是贯
彻 落 实 四 中 全 会 精 神 的 具 体 行
动。他充分肯定一年来三省区片

区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
指出当前片区脱贫攻坚存在的薄
弱环节，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
钉钉子精神、以绣花功夫解决“三
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以更大的
力度补齐片区脱贫攻坚短板。苗
圩要求三省区和部际成员单位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为
指导，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强化部门帮扶责任，完善
帮扶举措，狠抓落地见效，加强作风
建设，一鼓作气、攻坚克难，以务实
的工作、优良的作风，推动燕太片区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夏更生指出，一年来燕太片区
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难
能可贵，要求三省区和各部门强化
责任担当，坚持目标标准，聚焦重点
问题，巩固脱贫成果，做好脱贫攻坚
总结，确保全面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11月8日，工信部副
部长陈肇雄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
与欧盟委员会通信网络、内容和技
术总司副司长鲁哈纳共同主持召
开了第十次中欧信息技术、电信和
信息化对话。双方同意进一步提
升合作水平，拓展合作领域，深化
在标准化、网络安全、工业数字化
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陈肇雄在回顾双方合作进展
时表示，中欧在推动信息通信技术
发展方面有着广泛的共识和合作
基础，合作成果丰硕。2018年9月
第九次对话会议以来，双方在5G、
物联网、网络安全、车联网、人工智
能等领域开展了深入合作。在5G
领域，双方产业界合作推动构建全
球统一的5G标准和产业生态，走
出一条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道
路。在物联网领域，双方广泛开展
技术研发、应用示范和标准化等合
作对接。在车联网领域，双方行业
组织和标准化机构积极开展信息
交流和案例共享，促进构建全球统
一成熟的产业生态。在人工智能
领域，双方合作开展人工智能国际
治理等方面的研究，推动人工智能

持续健康发展。
陈肇雄强调，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
生活方式，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
响深远。陈肇雄表示，中方始终
致力于打造开放、非歧视、公平、
透明的信息通信市场环境，坚持
合作共赢理念，推动信息通信领
域更多务实合作。中欧同为在信
息通信领域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经
济体，面对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
革，双方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携起
手来，把握发展机遇，应对困难挑
战，扩大共同利益，实现更好发
展。中方愿与欧方共同努力，推
动中欧在 5G、工业互联网、网络
安全、车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领域开展更多更广泛的交流合
作，发挥互补优势，更好惠及双方
产业界和广大民众。

访问比利时期间，陈肇雄还与
中国驻欧盟使团和驻比利时使馆
负责同志进行了交流，并调研了有
关中资企业。 （耀 文）

陈肇雄主持第十次中欧
信息技术、电信和信息化对话

家电业：巨头逆市增长 马太效应显现

本报记者 王伟

近期，美的集团、海尔智家、格
力电器三家“千亿”规模白色家电品
牌相继公布 2019 年度前三季度业
绩报告，三家公司均实现了营业额
和净利润的同比增长。具体来说，
2019 年前三季度，美的实现营收
2209.18亿元，同比增长7.37%；格力
电 器 营 收 为 1550.39 亿 元 ，增 长
4.26%；海尔营收为1489亿元，同比
增长 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方面，2019 年前三季度，
美的净利润为213.16亿元，同比增
长 19.08% ；格 力 电 器 净 利 润 为
221.17 亿元，同比增长 4.73%；海尔
净 利 润 为 77.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2%。行业专家判断，前三季度的
增长奠定了 2019 年三家白电巨头

全年增长的基调。

马太效应加快行业洗牌

经历了数年的高速增长，家电市
场近一两年呈现出市场规模增长放
缓的趋势。根据中国家用电器研究
院和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发
布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国内家电
市场零售额累计 4125 亿元，同比下
滑 2.1%，第三季度家电市场总体表
现也不甚理想，面对的压力比上半年
更加凸显。在家电市场这块蛋糕“变
小”的大环境下，三家企业的业绩持
续增长更令人瞩目。

行业专家分析认为，三品牌面对
环境高压释放出韧劲的重要原因是
我国家电市场的寡头垄断格局逐步
建立和三品牌实力雄厚对大环境的

敏感度降低。
行业资深观察家刘步尘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
年前三季度，家电行业整体呈现微
增长或不增长状态，不同的企业表
现差异较大。比如，三大白电巨头
业绩表现都不错，营收和净利都实
现了增长。而一些规模不够大、竞
争力不够强的中小型企业的盈利能
力明显下降了。

泛博瑞咨询总经理贾东升在接
受《中国电子报》采访时表示，从各咨
询机构发布的数据来看，今年家电市
场规模有下降趋势，但这一趋势对产
品品类丰富、调价能力较高、品牌知
名度较高的大品牌影响不大，受影响
较大的是中小品牌。他判断，行业的
春天有可能在2022年到来，家电市
场“强者恒强”，一些依靠低质低价的

产品、品牌溢价能力弱的家电中小品
牌将无力撑过这个冬天。

在刘步尘看来，家电市场已经
进入存量市场时代，存量市场时代
的显著特征是从做蛋糕转向切蛋
糕。优胜劣汰，竞争力强的企业将
从竞争力弱的企业口中夺取蛋糕，
这是强者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业
绩表现越来越差的企业存量市场时
代生存将愈发艰难，甚至会有退出
市场的可能。我们过去多年常说的

“行业洗牌”，未来几年将发生。
（下转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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