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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
汽车芯片供应问题研讨会

AWE2021：家电企业全面角逐智能时代

3 月 23 日,中国家电及消费电
子 博 览 会 (AWE2021) 在 上 海 举
行。近千家国内外企业加速拥抱
数字化，众多基于智能化的创新性
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展现出，家
电行业正积极从新技术路线、健康
智能、套系化等多方面进行系统化
智能布局。

随着中国家电行业进入从硬
件升级跨越到生活方式飞跃的第
三次消费革命期，家电产品不仅
仅是单一功能的满足品，更多的
是承载着用户对高品质智慧生活
的追求。2021 年将成为中国家电
企业全面角逐智能时代的关键
一年。

新技术路线走到台前

综观电视市场，传统的LCD已
呈现红海，而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
下，Mini LED、OLED、WiFi6、8K、
5G、激光电视、可卷曲电视、透明电
视为市场注入新活力。

Mini LED 是当下电视领域最
大放异彩的存在。在 AWE2021 上
海 展 上 ，TCL 新 品 C12 量 子 点
Mini LED 智 屏 和 X12 8K Mini
LED 星曜智屏实现电视背光与屏
幕间“零距离”，长虹 86 英寸 Mini
LED 真 8K 电视 86Q8KM 正式亮
相，康佳推出支持Mini芯片背光驱
动方案的 65 英寸 Mini LED 电视。
众多具有风向标意义企业的加入、

超高清视频的普及、产业链成熟的
优势，合力将 Mini LED 电视推到
了爆发的临界点。奥维云网数据显
示，2021 年 Mini LED 电视全球出
货预计达到 400 万台，较上一年 20
余万台的规模呈指数级增长。

8K 持续火爆，索尼旗舰 8K 电
视 Z9J 搭载认知功能芯片“Cogni-
tive Processor XR”，人们目光所聚
集的区域会被XR芯片识别“焦点”
的位置，搭配全景3D环绕声，提供
音画合一的沉浸式体验。创维高端
Q91系列电视以及中端Q71系列两
款8K电视都采用8K AI画质引擎，
可以将较低流畅度和较低分辨率的
片源实时智能提升。夏普120英寸
8K 电视具备超大尺寸以及精细的
画质。

在 5G、AI、IoT 等新技术的催
化下，电视作为智慧家庭中心和入
口的价值正在被二次开发，AIoT智
慧生态加速落地。海信社交电视，
TCL游戏智屏，可用于酒店、会议、
教育、医疗等商用场景的搭载创维
Swaiot系统的电视，都是AIoT智慧
生态开展的落地成果。

健康和智能加速融合

家电的智能化发展从硬件核
心，延展到软件、数据交互、内容与
衍生服务，家电产品创新的“星辰大
海”不能只有智能互联，关系到空
气、水质、食品安全，以及环保、生活
品质提升等健康属性也是其核心
价值所在。 （下转第7版）

本报记者 卢梦琪

北京：在智能网联汽车上做答卷

本报讯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
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2 月，
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2373
亿元，同比增长 5.8%，增速同比提
高4.3个百分点。按照上年不变价
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为2491亿元，
同比增长25.9%。

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占六
成，支撑整体电信业务收入稳步
增长。1—2 月，三家基础电信企
业完成固定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
入 415 亿元，同比增长 10.2%，在电
信业务收入中占 17.5%，占比同比
提高 0.8 个百分点，拉动电信业务
收入增长 1.7个百分点。移动数据
及互联网业务收入首次出现下降
局面，完成业务收入 1062 亿元，同
比下降1.2%，在电信业务收入中占
比降为44.7%。

固定和移动语音业务稳中有落，
在电信业务收入中占比持续下降。
1—2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固
定语音和移动语音业务收入38.2亿
元和186.4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1%
和增长5.0%，在电信业务收入中总
占比9.5%，占比下降0.1个百分点。

新兴业务收入快速增长，有力
推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三家基础
电信企业积极转型升级，推进 IP-
TV、互联网数据中心、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业务，1—2 月
共完成相关业务收入 362 亿元，同
比增长 28.9%，在电信业务收入中
占比同比大幅提升2.8个百分点至
15.3%，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达
3.6个百分点。

从电信用户发展情况看，移
动电话用户规模基本稳定，5G 用
户快速发展。截至 2 月末，三家
基础电信企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
数达 15.92 亿户，同比增长 0.8%。
截至 2 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5G
手机终端连接数达2.6亿户，比上年
末净增6130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
的16.3%。

从电信业务使用情况看，移动
互联网流量大幅增长，2月DOU保
持较高水平。1—2月，移动互联网
累计流量达 309 亿 GB，同比增长
31.8%。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流量
达到297亿GB，同比增长31.2%，占
移动互联网总流量的96%。（跃 文）

1—2月我国移动互联网
累计流量同比增长31.8%

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
代化水平，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
业链供应链。。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着眼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全局，把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摆在突出重
要位置，着力稳定和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为梳理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长板和短板，报道在强链补链中的做法和阶段性成
效，推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中国电子报》自本期开始推出“强链补链在行动”专栏。敬请关注。

把快递送到千家万户的是无人
配送车，在街道上24小时巡逻的是
无人安防车，在开放道路测试区自由
编组进出的车队是无人驾驶的……

这是北京市顺义区智能网联汽
车技术应用的真实场景。2020年，
北京智能网联汽车领域重点项目近
60个，核心企业超过100家，投资规
模达182亿元。

“这个行业门槛很高，有 100
万张试卷，每张试卷都要拿满分，
难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驭
势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吴甘沙道出了无数智能网联
汽车企业的心声。

“吴甘沙们”的情怀

2016年，吴甘沙离开英特尔中
国研究院，与伙伴在北京创立了聚
焦乘用车和商用车两个业务板块的

驭势科技。
“在英特尔研究院做机器人、AI、

5G的那几年，我感受到了智能化为
生产力带来的变化，后来特斯拉横空
出世，让我坚信无人驾驶汽车离大规
模落地、量产不远了。”吴甘沙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感慨道。
带着这样的情怀，驭势科技在

人才密度高、产业链核心技术强的
北京扎根，研发出Robotaxi和自动
代客泊车、L2+/L3 等开放场景乘
用车自动驾驶技术。驭势科技拿

到上汽通用五菱基于宝骏 E300 车
型的前装自动代客泊车定点，成
功打造了国内首条规模化运营的
厂区无人驾驶物流线路，仅单条线
路就实现了 50%以上的人工成本
优化。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近日，工信部印发了
《“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3年）》（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旨在贯彻落实《政府工作
报告》部署要求，推进“双千兆”网
络建设互促、应用优势互补、创新
业务融合，进一步发挥“双千兆”网
络在拉动有效投资、促进信息消费
和助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加快推动构建新发展
格局。

《行动计划》提出，主要目标是
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全面覆盖城
市地区和有条件乡镇的“双千兆”网
络基础设施，实现固定和移动网络
普遍具备“千兆到户”能力。千兆光
网和5G用户加快发展，用户体验持
续提升。增强现实/虚拟现实（AR/
VR）、超高清视频等高带宽应用进
一步融入生产生活，典型行业千兆
应用模式形成示范。千兆光网和
5G的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竞争力
保持国际先进水平，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双千兆”网
络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到
2021年年底，千兆光纤网络具备覆
盖 2 亿户家庭的能力，万兆无源光
网络（10G-PON）及以上端口规模
超过 500 万个，千兆宽带用户突破
1000万户。5G网络基本实现县级
以上区域、部分重点乡镇覆盖，新增
5G基站超过60万个。建成20个以
上千兆城市。到2023年年底，千兆
光纤网络具备覆盖4亿户家庭的能
力，10G-PON 及以上端口规模超
过 1000 万个，千兆宽带用户突破
3000万户。5G网络基本实现乡镇
级以上区域和重点行政村覆盖。实
现“双百”目标：建成 100 个千兆城
市，打造 100 个千兆行业虚拟专网
标杆工程。

《行动计划》指出，重点任务包
括千兆城市建设行动、承载能力增
强行动、行业融合赋能行动、产业链
强链补链行动、用户体验提升行动
和安全保障强化行动。 （布 轩）

工信部印发《“双千兆”网络协同
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

“Micro LED从2001年提出到
今天为止，已经发展了 20 个年头，
技术路线如何发展，关键技术如何
突破，已经比较清楚。现在已进入
作为新兴技术的稳步爬升光明期，
可以支撑开启产品的商业化进程，
处于突破量产的前夜。”中国科学
院院士、Mini/Micro LED 显示产
业分会（CMMA）首席科学家郑有
炓表示。

从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来看，
经过了技术萌芽期、期望膨胀期、泡
沫破裂谷底期，当下，Micro LED技
术已经进入了稳定爬升光明期，未
来朝着生产成熟期迈进。

Micro LED 正迎来发展新热

潮。郑有炓表示，首先，Micro LED
技术已经能支撑开启产品的商业化
进程；其次，5G信息技术时代，5G+
8K、5G+VR/AR 对光电信息显示
具有迫切需求；最后，Mini/Micro
LED 具备功耗低、亮度高、响应速
度快、可视角度宽等不可替代的优
势，发展正当时。

Micro LED显示产业正沿着两
条产业化发展路线前进，主要聚焦
于高阶高端应用，超大尺寸显示器
和超小尺寸微显示器，并以超大尺
寸显示器发展为先。

郑有炓表示，由于缩小像素芯
片尺寸和像素间距的技术难点，
Micro LED只能采取通过增大屏幕
尺寸、放宽观看距离来实现高分辨
率目标，这一举措符合大数据中心、

医疗健康、安防监控等商用需求。
在发展过程中，也催生了Mini LED
技术作为过渡技术，和LED超大尺
寸显示技术。

而在微显示领域，主要有 AR
和 VR 两个风口，应在哪个重点突
破？“我认为突破口在于AR。”郑有
炓表示。

AR眼镜用近眼Micro LED显
示要求极小面积、高分辨率，由于传
统的精准拾放、转印等巨量转移技
术面临挑战，另辟蹊径可以借助Si
微电子技术实现。因此与 VR 相
比，AR 由于可以单色、单片、用硅
材料支撑，进而可以批量生产。据
了解，台积电已经在准备研发这个
技术，一旦成熟，将来价格可以下降
并实现量产。

一项技术的发展一定不能总
聚焦于高端市场，未来Micro LED
如何转向消费电子主战场？郑有
炓表示，从超小尺寸微显示向小尺
寸发展，技术难度是不断降低的，
而从超大尺寸显示经过中尺寸发
展到小尺寸，技术难度是不断增大
的。目前来看尺寸两端向中间发
展，最终的交汇点集中在智能手机
显示，这两条路线要结合市场因素
慢慢推进。

整体来看，受需求牵引、市场驱
动，预计在显示技术替换周期里，
LCD、OLED 和 LED 三者动态协同
发展，未来也可能出现大的变化。

“未来只有形成有序竞争，才能
做大做强。要竞争，也要协同。”郑
有炓表示。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有炓：

Micro LED处于量产前夜
本报记者 卢梦琪

本报讯 3 月 24 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主
持召开汽车芯片供应问题研讨会，
深入分析当前情况，研判未来发展
趋势，研究有关解决方案。来自汽
车和芯片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
的3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

辛国斌指出，汽车芯片是关
乎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器件，是
汽车强国建设的关键基础，需要
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远近结合、
系统推进，提升全产业链水平，有
力支撑汽车和半导体产业高质量
发展。

辛国斌强调，一要客观全面认
识当前形势，近期汽车芯片供应短
缺既是全球共性问题，也反映出我
国自主供给能力不足的深层次矛

盾，要加强分析研判、认真研究解
决。二要着眼当前供应问题，加强
各方协同联动，实现信息互通共享，
充分挖掘存量芯片和现有产能资源
潜力，优化车型排产计划，努力保障
产业平稳健康运行。三要加紧长远
战略布局，统筹传统车用芯片以及
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发展需求，
强化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加强核心
技术攻关，完善技术标准规范，提升
测试验证能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稳定发展。

辛国斌还到北京中关村集成电
路设计园调研了北京豪威和四维图
新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
一司、电子信息司和北京市经信局
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座谈。

（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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