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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产能吃紧如何解
本报记者 张心怡

抓住重大创新机遇期 打造自主可控激光显示产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 许祖彦

探索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协同，精准服务中小企业

工信部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

争分夺秒促生产 千方百计扩产能

中国开足马力保障新冠病毒疫苗生产供应

从 MCU、PMIC（电源管理

芯片）、显示驱动IC到MOSFET，

从车用芯片、家电芯片到可穿戴

设备所需的蓝牙、触控芯片……

今年下半年以来，产能吃紧逐渐

从晶圆端传导到下游芯片厂商，

多种芯片品类面临供货压力。本

轮供应吃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设计、晶圆代工及IDM厂商如何

看待本次“缺货潮”，又将采取何

种对策？

芯片供应全线告急

“简单地说，下游产业链整体

受到影响，我们目前也供不上

货。”某无线通信芯片企业负责

人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

“有的代工厂已经取消了持续多

年的老客户折扣优惠，大家都在

狂抢产能。”

记者了解到，除了通信芯片，

MCU、存储器等其他逻辑 IC 也

出现不同程度的供应紧张。面向

家电、消费电子等领域的 MCU

尤其令下游市场焦虑，在没有通

过长期订单锁定货源的情况下，

下游厂商很难找到能直接采购的

MCU货源。

“上半年供货不足主要是海

外供应不足，现在是国内供应不

足，整个产业链缺货。”赛腾微电

子董事长黄继颇向记者讲述了

他 的 观 察 ，“ 我 们 主 打 车 规

MCU，由于汽车供应链相对稳

定，加上我们长期备货，供应相

对平稳。但对于消费用 MCU，

尤其是对市场把握不足的企业，

备货普遍较少，在代工产能十分

紧张的情况下，会面临供货不足

的问题。”

模拟 IC 也受到本轮“缺货

潮”的波及，尤其 PMIC 是“重灾

区”。虽然模拟芯片的头部厂商

多为 IDM，拥有一定比例的内部

产能，但客户需求激增与半导体

生产周期较长叠加，导致交货期

延长，加剧了面向下游市场的供

应压力。

“我们内部制造网络前三季

度的产能利用率在 70%左右，当

前我们也看到了客户需求的增

长。”安森美半导体公司战略、营

销及方案工程高级副总裁 Da-

vid Somo 向记者指出，“从全行

业角度来讲，有一个挑战，即订单

生产的前导时间问题，有时难以

跟上客户需求的增长。比如从前

端的制造到后端的封测，整个生

产周期大约需要 10 周的时间。

如果出现需求激增，会导致工厂

的订单积压，使生产周转时间进

一步延长。”

供需形势严重错位

“目前产能需求确实非常旺

盛，台积电公司亦根据市场需求

积极规划。”台积电公司文字回复

《中国电子报》采访时表示，远程

学习、在家办公以及数据中心扩

容等因素，导致市场需求猛增，叠

加上下游客户对供应链安全的渴

求，令市场对半导体产业链前段

的晶圆厂需求放大。

如台积电所言，新冠肺炎疫

情作为 2020 年最大的黑天鹅事

件，一方面推动了远程办公、“宅”

经济等新业态的发展，拉高了市

场对特定芯片的需求；另一方面

也导致下游客户的恐慌性备货，

加剧了晶圆代工的产能压力。

当时间来到 2020年下半年，

经济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放大了疫

情对半导体供应形势的影响。由

于上半年国际物流受阻，消费意

愿走低，许多厂商备货意愿低迷。

而下半年，主要经济体PMI（采购

经理指数）趋升，市场需求反弹，

导致产能需求剧增。（下转第6版）

本报讯 2020 年 12 月 30 日，国

药中生北京公司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

此前，还有国药中生武汉公司、北京

科兴中维公司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

批紧急使用资格，上述三家公司疫苗

已开始对重点人群进行接种。

作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

物资保障组牵头单位，工业和信息化

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推进

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与疫苗研发专班紧密合作，密

切跟踪疫苗研发进展，加强产业链条

有机衔接，推动企业加快疫苗产业化

进程，全面做好新冠病毒疫苗规模化

生产准备。一是加强生产协调调度，

专门成立新冠病毒疫苗生产保障工

作专班，每周对重点企业的产能产量

进行跟踪调度，同时组织相关省市的

工信主管部门安排专人对接企业，开

展“一对一蹲点式”服务，帮助企业解

决实际困难。二是加快推进产能建

设，对各条技术路线的企业，都要求

同步推动产能建设，国药中生北京公

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北京科兴中

维公司三家企业已完成2020年产能

建设任务，具备规模化生产的各项条

件，其他企业的产能建设也在按照计

划有序推进。三是保障疫苗生产供

应链畅通，对新冠病毒疫苗生产供应

链进行全面梳理，指导企业对生产物

料的供应风险做好研判分析，同时推

动关键物料加快生产技术攻关，组织

上下游企业加强供需对接，确保新冠

病毒疫苗生产供应链稳定。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下午，工业和

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江平赴

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和北京科兴中维

公司调研，考察新冠病毒疫苗产能建

设情况，看望慰问生产一线职工。他

强调，要稳步加快扩大产能，在确保

疫苗质量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安排生

产计划，最大程度挖掘生产潜力，全

力做好新冠病毒疫苗生产供应保障

工作。

为满足现阶段重点人群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需求，国药中生北京公

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北京科兴中

维公司三家企业已开启“加速”模式，

元旦假日期间不停工、不停产，公司

人员高强度、满负荷工作，争分夺秒、

夜以继日地组织生产。国药中生北

京公司新冠病毒灭活疫苗项目生产

负责人张晋表示，还将落实产能扩展

计划，以满足生产需求，2021年新冠

病毒灭活疫苗产能可达10亿剂次以

上。国药中生武汉公司、北京科兴中

维公司也在全力加快产能扩建，保障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需求。

目前，国内已有 18 家企业陆续

开展新冠病毒疫苗产能建设。下一

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继续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继续加强生

产调度工作，推动企业通过生产车间

的改造、生产技术的提升等一系列方

式，进一步扩大产能，全面做好新冠

病毒疫苗的生产组织和保障工作。

随着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产能的进一

步提升，以及其他技术路线企业产能

建设的逐步完成，中国新冠病毒疫苗

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国内大规模接

种需求。 （布 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

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摆在

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抓住战略

机遇，加强自主创新，构建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是新时代高新技术

发展的重大任务。新型显示是信

息产业的核心之一，是战略性高

新科技的基础性并最具活力的产

业，应用遍及工业、国防、教育、交

通、通信、航空航天、医疗、娱乐等

方方面面，每年产值为千亿美元

级，新型显示产业的自主创新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新型显示迎来

自主创新重大机遇

显示是将信息显示给人眼观看

的人机界面技术和产品，是信息链的

终端。显示技术的发展方向是走向

人眼视觉极限（全保真图像再现），目

标是高保真图像再现，即双高清（几

何/颜色）、大色域（度）和真三维。纵

观显示技术发展历程，上世纪 30 年

代出现的黑白显示解决了视频图像

的有无问题，上世纪 50 年代的彩色

显示解决了视频图像无颜色问题，上

世纪末出现的数字显示解决了视频

图像的清晰度问题（模拟显示易受干

扰难题），当前的激光显示是要解

决视频图像的全色问题和颜色超

高清问题，将来基于全息技术的三

维显示有望解决真三维（3D）显示

问题。

显示在不同时期都有相应的国

际 标 准 ，早 期（1953—1990 年）是

NTSC电视标准，中期（1990—2012

年）是 BT.709 高清电视标准，现在

（2012—）是 BT.2020超高清电视标

准。当今，显示正从高清走向超高

清，超高清显示国际标准的三要素

是：8K 超高分辨、70%大色域覆盖

率和12bit大颜色数。

全球显示产业已发展到了更新

换代大洗牌阶段。原因是中国的液

晶面板去年产量已世界第一，而液

晶平板电视价格走低，所以各种显示

技 术 如 LCD、OLED、QD、LED、

E-paper、3D、LDT等都想争得下一代

显示产业的主流市场。

激光的三大特性支撑激光显示

全面满足 BT.2020 标准，符合显示技

术发展方向和趋势，将成为下一代

显示产业的主流。激光显示（LDT）

是以红、绿、蓝三基色激光为光源的

新型显示技术，通过控制三基色激

光强度比、总强度和强度时空分布

即可实现彩色视频图像显示。

（下转第6版）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推动金融精准服务中小企

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1月5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中国建设银行签

署《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

议》。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

长肖亚庆与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

记、董事长田国立出席签约仪式并

座谈。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王江平与中国建设银行党委

副书记、监事长王永庆分别代表双

方签署协议。

肖亚庆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针对中小企

业融资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加大对小微

企业的金融支持，支持创新型中小

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工

业和信息化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做好中

小企业服务工作，发挥中小企业在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中的作用，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近年来，中国建设

银行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作用，在支

持实体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

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工业和信息化

部将与中国建设银行深化合作，通

过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实体

部门与金融部门联动，充分发挥数字

化赋能作用，共同推动缓解中小企业

融资难问题，促进金融资源向“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创业创新企业等集聚，

营造良好融资环境。

田国立表示，中国建设银行将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普惠

金融的决策部署，进一步依托金融科

技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扩大对中

小微企业的服务覆盖面，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进

一步加强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合作，

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切实提升中小企

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

工信部相关司局、国家中小企业

发展基金相关负责同志，建设银行党

委委员、副行长王浩及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参加签约仪式。 （耀 文）

从32厘米到4600公里！中国构建
全球首个星地量子通信网

新华社合肥1月7日电 （记

者徐海涛、刘方强）32年前，人类

历史上首次量子通信在实验室诞

生，传输了 32 厘米。而今，中国

人将这个距离扩展了 1400 多万

倍，实现了从地面到太空的多用

户通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

日宣布，中国科研团队成功实

现了跨越 4600 公里的星地量子

密钥分发，标志着我国已构建出

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雏

形。该成果已在英国《自然》杂志

上刊发。

量子通信是量子科技三大方

向之一，经过20多年努力，中国在

该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重

大转变。2016年，中国成功发射

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

子号”；2017年，建成世界首条量

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

“墨子号”牵手“京沪干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陈宇

翱、彭承志等与中科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王建宇研究组、济南

量子技术研究院及中国有线电视

网络有限公司合作，构建了全球

首个星地量子通信网。经过两年

多稳定性、安全性测试，实现了跨

越 4600 公里的多用户量子密钥

分发。

“要实现广域量子通信，存在

光子损耗、退相干等一系列技术

难题，比如光子数在光纤里每传

输约 15 公里就会损失一半，200

公里后只剩万分之一。”潘建伟

说，科研团队在光学系统等方面

发展了多项先进技术，化解了这

些难题。

潘建伟介绍，《自然》杂志审

稿人评价称，这是地球上最大、最

先进的量子密钥分发网络，是量

子通信“巨大的工程性成就”。

据了解，整个网络覆盖我国

四省三市 32 个节点，包括北京、

济南、合肥和上海 4 个量子城域

网，通过两个卫星地面站与“墨子

号”相连，总距离4600公里，目前

已接入金融、电力、政务等行业的

150多家用户。

基于“不可分割”“不可克

隆”等量子特性，量子通信被称

为“原理上无条件安全”的通信

方式，在多领域具有应用前景。

星地量子通信网的建成，为未来

实现覆盖全球的“量子网”奠定

科技基础，也为相对论、引力波

等科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天地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