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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

2020 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增速比

上年回落 1.6 个百分点。12 月份，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1.4%，增速比上年回落 0.2

个百分点。

2020 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6.4%，增

速比上年加快 4.7 个百分点。12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

交货值同比增长 17.3%，增速比上

年加快15.4个百分点。

2020 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3％，

增速同比提高3.8个百分点；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 17.2%，增速同比提高

14.1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4.89%，营业成本同比增长8.1%。12

月末，全行业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同比增长11.8%。

2020 年，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5%。12月，

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

比下降 2.0%，降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2020 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5%，增速同

比降低4.3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加快

3.1个百分点。

主要分行业情况

（一）通信设备制造业

12月，通信设备制造业出口交货

值同比增长 13.7%。主要产品中，手

机产量同比下降 2.6%，其中智能手机

产量同比增长6.2%。

2020年，通信设备制造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4.7%，利润同比增长1.0%。

（二）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业

12月，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22.8%。主要

产品中，电子元件产量同比增长37.1%。

2020年，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

料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1.3%，

利润同比增长5.9%。

（三）电子器件制造业

12月，电子器件制造业出口交货

值同比增长 14.1%。主要产品中，集

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0.8%。

2020年，电子器件制造业营业收

入 同 比 增 长 8.9%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63.5%。

（四）计算机制造业

12月，计算机制造业出口交货值

同比增长 18.1%。主要产品中，微型

计算机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42.3%。其

中，笔记本电脑产量同比增长68.6%。

2020年，计算机制造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10.1%，利润同比增长22.0%。

（文中统计数据除注明外，其余均
为国家统计局数据或据此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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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上接第1版）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0

年，国内市场5G手机累计出货量1.63亿部、

上市新机型累计 218 款，占比分别为 52.9%

和47.2%。5G手机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从

月度数据看，去年 6月开始，5G手机单月出

货占比超 6 成，后续也一直维持较高比率，

5G手机加速向广大用户渗透。

中国联通终端与渠道支撑中心/联通华

盛通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丰伟表示，2021

年是 4G/5G 手机规模切换期，5G 手机需求

增大，手机市场稳步提升，5G手机份额将达

到90%。

这一渗透率与咨询机构预测的基本一

致。CINNO Research向记者表示，自 2019

年第三季度国内首款 5G 手机中兴 AXON

10 Pro 5G 上市，5G 手机换代正式拉开序

幕。2020 年上市的新机中 5G 手机占比

80%，其中第三季度的 5G 新机占比 83%，比

去年同期的24%大幅上升。

5G 手机近两年降价趋势明显，更是降

至 1500 元档位。数据显示，目前 1500 元档

位以上的产品已基本完成5G切换。今年将

持续推动 5G手机成本下降，实现 1000元以

上机型全覆盖，并积极推进千元以下机型的

覆盖。今年内，千元机中 5G 渗透率将超

90%。简勤预计，2021 年，全行业手机销量

将超3.5亿部，其中5G手机超2.8亿部，手机

市场销售规模超万亿元。

IDC中国研究经理王希向记者表示，预

计2021年，全国有40%的手机用户将切换为

5G手机，其中，约 70%以上存在于一线到三

线城市。

从品牌来看，个推大数据显示，2020年，

华为持续领跑国内 5G 手机受市场，市占率

为 48.4%；vivo 与 OPPO 分别位列第二、三

位，分别占比16.6%、11.2%；独立后的荣耀以

10.3%市占率排名第四。第四季度苹果首款

5G 手机发布，占据 5.9%的市占率，排名第

五。王希表示，基于当前中国 5G 市场的推

进速度，以及苹果品牌在国内的号召力，苹

果将有望从终端与应用两大层面助推5G在

国内的渗透与普及进程。

目前来看，中国领先于全球5G市场，核

心因素主要两个，IDC 研究认为，一是相比

于全球市场，中国的 5G 终端价格策略更加

激进，第二季度国际市场的 5G 手机平均单

价为837美元（不含税基准），而中国市场仅

为464美元；二是中国对主流价位段用户群

的覆盖范围更广。

5G速度持续释放

用户体验大幅提升

过去一年，技术不断成熟、质量提升，

5G应用、场景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感受

到了5G速度。5G手机在数据传输、语音通

话、功耗续航等表现稳步提升，5G手机使用

体验提升愈加明显。

《中国移动智能硬件 2020年质量报告》

显示，5G社交应用发送文档耗时仅为4G网

络 1/5，长视频播放响应速度相比 4G 提升

30%，短视频上传性能提升 50%。应用市场

下载体验相比4G提升超过70%。

据《中国电信终端洞察报告 2020 版》，

去年消费者对于5G业务感知率已经由2019

年下半年的55.6%上升到70.9%，但也存在手

机待机时间短、手机卡顿、价格太高、材质质

感不佳等体验痛点，有待手机厂商从产品设

计角度不断完善。此外，消费者对 5G 手机

技术也有诸多期待，例如实现 5G+WiFi 6

信道聚合带来的网速倍增、120W 及以上优

先级无线快充、全屏幕指纹识别、3D 摄像

头、智能可变刷新率屏幕等。

低延迟、大通量是5G时代的特点所在，

然而，现在 5G 手机的发展已经由起初的更

快 速 发 展 到 丰 富 5G 内 容 和 应 用 阶 段 。

Omdia 高级首席分析师 Nicole McCormick

表示，2021年将是更多移动AR/VR、4K/8K

视频、云游戏应用涌现的一年，例如3D AR

购物/电子书或VR云游戏等。

2020 年，中国移动 5G 特色应用用户超

3.5 亿，应用包括和彩云、咪咕视频、5G 消

息、超级 SIM 卡、视频彩铃、高清云游戏、

移动运 VR、高清视频等。中国联通持续在

游戏类、视频类、XR类、云化类等应用领域

深耕，创造了“终端+终端+应用”组合的新

玩法。在 5G消息方面，梦网科技于 2020年

年底推出“天慧·5G消息平台”，在国内率先

把5G消息、视频短信、行业短信进行融合。

工信部表示，目前即使没有办理 5G 套

餐，依然可以用上5G网络，而消耗的流量可

以从现有的4G套餐中扣除。此举给予用户

极大优惠和便利，5G 手机带来的便捷体验

已经遍及方方面面。

工信部表示，未来要积极采取措施，为

用户更换终端提供便利。要基于用户需求

优化完善 5G 资费套餐，设定合理的在网合

约期限、解约赔付标准等。鼓励基础电信

企业通过套餐升级优惠、信用购机等举措，

促进 5G 终端消费，加快用户向 5G 迁移。

鼓励基础电信企业、广电传媒企业和内容

提供商等加强协作，丰富教育、传媒、娱乐

等领域的 4K/8K、VR/AR 等新型多媒体内

容源。

（上接第1版）基础作用突出，规模特征同样

明显。数据显示，电子元器件行业总产值约

占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1/5。据工信部电子

信息司副司长杨旭东介绍，电子元器件已广

泛应用于智能终端、汽车电子、5G 通信、物

联网、航空航天、能源交通、军事装备等领

域。以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MLCC）为例，

每台手机平均使用 MLCC 数量超过 1000

只、每座通信基站使用量超过 6000只、每辆

新能源汽车使用量超过1万只。

“作为一类意义重大的战略产品，电子

元器件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是诸多产业生存、

发展和安全的基本保障。”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周济告诉《中国电子

报》记者。

周济指出，与集成电路不同，基础电子

元器件由于涉及的材料品种较多、工艺各

异而难以集成，多以分立器件的形式使用，

这使得电子元器件在电路中的比例越来越

大，构成电子整机重量、尺寸及能耗的主要

部分，也成为制约电子系统进一步向小型

化、高性能发展的主要瓶颈。可以说，基础

电子元器件的微型化、片式化、薄膜化、集

成化技术一直是发达国家竞相发展的战略

前沿技术。

“当前基础电子元器件正进入以新型

电子元器件为主体的时代。”广东风华高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在接受《中

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它将基本取代

传统元器件，电子元器件也由原来的“只为

适应整机的小型化及新工艺要求”，逐渐发

展成“满足更广泛的数字技术、微电子技术

发展所提出的特性”，而且是成套满足。

可见，新型电子元器件体现了当代和今

后电子元器件向高频化、片式化、微型化、薄

型化、低功耗、响应速率快、高分辨率、高精

度、高功率、多功能、组件化、复合化、模块

化、智能化等的发展趋势。产品的安全性、

绿色化也是影响其发展前途和市场的重要

因素。

“卡脖子”风险依然存在

受益于互联网产品、消费电子等产业的

迅猛发展、国际制造业逐步向中国转移，我

国电子元器件行业自20世纪90年代起得到

了快速发展。据杨旭东介绍，我国目前已经

形成了世界上产销规模最大、门类较为齐

全、产业链基本完整的电子元器件工业体

系。据统计，2019年全国电子元器件产业整

体销售收入超过 1.86 万亿元，企业有数万

家，基本上可以覆盖现有的市场需求。

“尽管我国在诸如铝电解电容、印制电

路板、半导体分立器件等部分领域已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但我国基础电子元器件产

业仍面临大而不强、龙头企业匮乏、基础能

力偏弱等诸多不足，特别是很多高端电子

元器件与国际先进水平尚存较大差距，在

高端片式阻容感、射频滤波器、高速连接

器、光电子器件等方面，还难以有效满足下

游整机市场需求。”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

秘书长古群坦言。

对此，周济也表示，我国电子元器件的

总产量在全球名列前茅，但还不是强国。尽

管与集成电路相比，我国的基础电子元器件

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相对较小，

但部分关键材料（如部分高端电子陶瓷粉体、

电子浆料等）对国外企业有相当程度的依赖，

而高端元器件的关键工艺装备和检测设备的

国产化程度还不高，被“卡脖子”的风险依然

存在。

“电子元器件的应用范围比集成电路更

宽，影响可能会更大。以华为的产品为例，

目前高端芯片产品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终端

领域（主要是高端智能手机），而一旦高端

（无源）电子元器件被断供，受影响的可能不

仅是终端，也包括交换设备和传输设备等。”

周济说。

以素称“电子工业大米”、在电子信息产

业中用量最大的 MLCC为例，这个我国一直

以来被“卡脖子”的产品，究竟与国际先进水

平有多大差距？古群用签字笔在纸上点了

一个小点，然后向记者表示：“通常 MLCC比

我点的这个点还要小，国外技术在这个尺寸

大小能叠加 1000层陶瓷材料，而我国目前只

能做到 100 至 200 层，好一些的可以做到叠

加 500 层左右。在 5G 基站中，国产 MLCC

产品仅实现小批量试用，与国外差距达到

10 年以上；再如，海量信息传输的光通信领

域必需的光通信芯片、光纤滤波器差距也在

5年左右。”

据了解，全球十大MLCC厂商中，日韩系

厂商全球市场占有率接近 80%，其中排名第

一的MLCC 企业为日本村田，其在全球市场

占有率超过34%，而中国大陆的风华高科、宇

阳、三环等 MLCC企业市场占有率加起来不

足4%的市场份额。“一旦国际局势发生变化，

高端片式阻容元件断供，我国的移动终端、基

站、汽车电子等行业的生产秩序可能会紊乱，

将严重影响我国新基建的部署。”刘伟说。

在谈到我国电子元器件产业存在“卡脖

子”问题的原因时，刘伟坦率地说，原因较为

复杂，但主要归结有三点：一是对电子元器件

产业投入不足，中国的元器件企业更多的是

各自发展；二是国内产业链对自主创新的支

撑不完善，国内原材料在稳定性、一致性方面

与国外相比尚有差距，制约了国内高端电子

元器件产品中的规模化应用；三是目前国内

高端电子元器件的工艺装备仍以进口为主，

电子元器件规模化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

有待提高，技术更新换代较快，先进技术很难

进入国内。

将显著提振产业信心

据了解，《行动计划》从推动创新、发展产

业、服务行业等方面提出7项重点工作任务，

拟定4项保障措施，涵盖产业统筹协调、政策

支持、产业发展环境、国际交流合作。从《行

动计划》设立的总体目标来看，到 2023年，基

础电子元器件产业规模将不断壮大，行业销

售总额有望达到2.1万亿元；在关键产品技术

方面将迎来突破，专利布局更加完善；培育一

批大型企业，争取有至少15家企业营收规模

突破100亿元。

记者通过对电子元器件企业的采访，

感受到《行动计划》的发布显著提振了产业

信心，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电子元器件产

业的高度关注。对于他们来说，《行动计

划》的发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刘伟表示，工信部发布了《行动计划》，

首次将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十四五”的开局

之年，《行动计划》的发布有助于吸引社会

资源，加速产品迭代升级，在解决我国高端

元器件被卡脖子问题上看到了希望。未来

几年，我国将培育出一批阻容感等基础元

器件国际巨头企业，产业生态体系建设也

将逐渐完善，为我国电子信息行业的繁荣

发展保驾护航。

《行动计划》在体制机制方面有何创

新？有何亮点？据黄子河介绍，坚持“有

所为，有所不为”，针对重大产业发展急

需、应用前景较为明朗、有望取得阶段性

突破的若干重点电子元器件产品，更有针

对性和指导价值。《行动计划》还特别针对

智能终端市场、5G、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

联汽车市场等技术前沿、前景广阔、牵引性

强的领域，力争以点带面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现代化水平。

此外，《行动计划》更具创新性地提出

了引导电子元器件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推

行企业产品标准、质量、安全自我声明和监

督制度。

“本次《行动计划》的发布对于整个基础

电子元器件行业和各个细分领域来说，颇

具新意和亮点。”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赵积清在接受《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行动计划》通过

统筹相关资源支持创新突破，鼓励制造业

转型升级基金等加大投资力度，鼓励社会

资本参与，这是为制造业输血的动作；另一

方面，加强对电子元器件行业不正当竞争

行为的预警和防范，这有利于行业公平有

序竞争。

需要更多实施细则

如何推动一项政策真正落地是非常关

键的一步。

针对《行动计划》出台后的落地实施，广

东微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TO 向勇对《中

国电子报》记者表示，政策出台后，针对我国

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面临着各细分领域技

术发展不均衡、电子元器件产业与终端产业

的高水平发展不均衡、各地区产业发展不均

衡问题，需要更多的实施细则，加快每个细

分领域的规划布局，让发展较好的领域带动

发展相对落后的领域；产业链需要加强深层

次合作，提升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水平与综

合配套能力。

“《行动计划》发布后，希望行业协会可

以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企业间的行业信息

共享可以更为频繁，摆脱低质、无序竞争。

此外，关键原材料匮乏是产业链中重大瓶颈

之一，目前在小型化、薄型化、高端产品的

配套方面目前发展仍旧受到制约，我们希望

下游企业能够多支持国产材料，共同在新产

品研发方向发力。”赵积清说。

周济则建议，一方面在“十四五”期间及

时启动无源电子元器件科技专项，组织产学

研用联合的研究队伍，通过协同创新，在高

端无源电子元器件的新原理、新材料、关键

工艺和重要装备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另一方

面，建议有关部门从产业需求出发，借鉴建

立“集成电路”一级学科的做法，加强无源电

子元器件人才的培养，恢复“电子材料与元

器件”二级学科的地位。

电子元器件产业迎来强劲发展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