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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

半年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仍面临新的挑战和

机遇。

（一）需关注主要发达国家信息技术领
域新的战略部署

3月，欧盟提出“数字罗盘”计划，计划投

入 1300 亿欧元发展数字工业，旨在缩小与

中美在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差距。

欧盟还发布了《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

案》，加大对数字经济反垄断的管理。同时，

德国修订了《人工智能战略》，计划资助力度

从 30亿欧元增加到 50亿欧元。5月，韩国公

布“K 半导体战略”，计划未来 10 年投资约

4500亿美元，将韩国建设成全球最大的半导

体制造基地。6月，日本发布半导体新战略，

包括确保尖端半导体制造能力、加快数字投

资和加强逻辑芯片设计与开发、促进绿色创

新、确保半导体产业投资弹性等方向，以期

强振日本半导体产业。

今年以来，欧、日、韩等纷纷出台国家战

略及扶持政策，加大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数

字经济等信息技术相关领域布局。半导体已

经成为全球主要国家竞争的重要技术和产

业领域，人工智能仍然是最具代表性的前沿

技术领域。下半年仍需关注主要国家在基础

电子领域和前沿技术领域的最新政策部署，

及其对全球信息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合作可

能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各国对数字

经济的关注点向反垄断领域集中，未来一段

时间全球科技巨头发展将更大程度上面临

不正当竞争的审查。

（二）需跟踪“芯片荒”和原材料涨价给
企业带来的严峻生存压力

“芯片荒”和原材料上涨成为未来一段

时间内影响行业发展的重要挑战。在芯片供

需层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全球芯

片厂的产能造成了抑制，而使用芯片的数量

呈现爆发式增长，同时芯片制造技术门槛较

高且投入产出周期很长，产能很难在短期实

现扩产，因此供需不匹配情形仍将维持一段

时间。在原材料价格方面，原材料上涨对彩

电等下游整机企业造成严重压力，以彩电为

例，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彩电生产基地，占全

球近六成产能，且拥有TCL、海信、创维等电

视品牌。然而由于产品产业链供应链较长，

今年以来电子原材料的快速上涨（30%～

50%），导致电视面板价格上涨、企业利润严

重下滑。

展望下半年，仍需做好应对“芯片荒”和

电子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准备。特别是自2020

年开始的“芯片荒”延续至今，对行业发展造

成了巨大影响，据各方预测，将于下半年出

现更严重情形，甚至将延续至2023年。据芯

片巨头英特尔公司预测，部分行业的芯片短

缺现象在下半年可能会更严重，至少要到

2023年芯片行业才能回到供需平衡状态。对

此，需紧密跟踪市场价格，保持对全球原材

料和芯片的市场敏感度，鼓励行业协会加强

发挥产业链上下游对接功能，最大程度上保

障关键产品的市场供给。

（三）下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指标
预判

自 2000 年以来，除 2009 年全球金融危

机行业增加值跌至5.3%之外，2019年首次跌

至10%以下。2020年年初，受疫情影响，电子

信息制造业增加值进一步出现了断崖式下

跌，与历年来增加值增速较为平稳的趋势相

异。2021年上半年，由于我国疫情控制情况

良好，全国已全面复工复产，电子信息制造

业 增 加 值 大 幅 增 长 ，1—2 月 增 速 达 到

48.5%，目前增加值虽然有所回落，但仍保持

20%以上的高水平。由于去年 5 月之后电子

信息制造业主要指标回正、基数拉升，预计

下半年将逐渐降低至10%～15%区间。

从营业收入看，电子信息行业营业收入

的波动更能反映行业的变化。从2011年以来

近十年走势看，基本每两年增速走势出现一

个“V”字形变化，分别于 2012、2014、2016、

2018、2020年开年出现谷底值。受疫情影响，

2020年开年达到谷底，随后又逐步恢复，于

2021年开年达到峰值，随后再次下降。其中，

2019年行业收入年度增速降至4.5%。预计下

半年将快速回落至10%～20%区间。

从固定资产投资看，由于疫情得到控制，

2021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处于

2015年以来同期累计增速的最高值，电子信

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变动大幅高于全国

水平，也反映出市场对电子信息产业仍保持

较强投资信心。当前各地对集成电路、新型显

示等半导体产线有较高投资热情，预计下半

年仍有望维持在20%的高位区间。

从出口形势看，2017—2020 年间，电子

信息产品出口增长较为稳定，出口交货值年

度增速分别为14.2%、9.8%、1.7%、6.4%，一扫

2014—2016年时而出现的负增长情形。从今

年上半年形势看，2018年以来美国对我国信

息技术产品出口影响逐渐被消化，出口规模

逐渐稳定，预计下半年仍有望维持在10%以

上的较高水平。

电子信息制造业：三大指标快速增长 强化产业链协同发展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赛迪智库电子信息研究所整理

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为19.8%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6 月，

电 子 信 息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增 速 为
19.8%，为近年来增速较好水平。

（一）增加值增速处于近年较好水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6 月，电子信

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为 19.8%，为近年来增

速较好水平。与同期主要制造业行业相比，

行业增加值增速处于正常水平，在 17 个主

要制造业行业中排位第七，增速次于医药制

造 业（29.6%）、电 气 机 械 和 器 材 制 造 业

（29.4%）、金属制品业（28.2%）、通用设备制

造业（24.3%）、汽车制造业（21.8%）、专用设

备制造业（20.1%）。与同期工业整体水平相

比，1—6月行业增加值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15.9%）高 3.9 个百分点。电子信息

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引领作用依旧，2017年

上半年二者差距达到峰值（7个百分点），约

为当前差距两倍，领先优势不断缩减。

（二）营业收入增速从高位逐渐回落
今年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25.8%，仍处于较高水平。整体与

工业企业收入增长同步，电子信息制造业开

年大幅增长，1—2 月累计增速高达 55.8%，

高于同期工业增速近10个百分点，但3月以

来增速迅速降低至25%左右，低于同期工业

企业营收增速（27.9%）2.1个百分点，下降幅

度大、速度快，增速逐渐出现低于工业收入

增长的苗头性趋势。

（三）固定资产投资为近八年来最高
水平

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为 28.3%，高于去年同期增速（9.4%）

18.9个百分点，高于今年同期制造业投资增

速（12.6%）15.7个百分点。在主要制造业行

业投资中，电子信息行业排名第五，次于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1.4%），化 学 原 料 和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30.1%），农副食品加工业（29.8%），专用设

备制造业（28.5%）。

（四）出口增速处于近年行业较好水平
1—6 月，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交货值为

29461.2 亿元，增速为 17.6%，处于近年来的

较高水平，但较同期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速

（22.9%）低 5.3 个百分点。电子信息产品出

口与工业出口增长走势高度一致，当前电子

信息产品出口交货值占全国工业出口交货

值（66673.6亿元）的44.2%，近两年来一直较

为平稳，基本保持在 44%以上，体现出电子

信息产品在出口中的重要地位。

（五）主要产品出现正负增长分化态势
一方面，手机、计算机两大智能终端发

展均处于较好水平。从统计数据看，今年上

半年，手机产量（7.54 亿台）和计算机产量

（2.2 亿台）增速分别为 21.1%和 43.9%，其中

智能手机产量增长 17.1%，充分显示出手机

和计算机两大消费电子产品在产业生态中

的稳定地位。

另一方面，彩电行业整体出现增速下滑

并逐渐呈现负增长。今年上半年彩电产量

增速为-2.5%，再次逆转去年疫情以来的良

好增长态势。据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反

映，今年以来彩电内需下滑显著，上半年销

量从 5000 万台降至 4000 万台，这是一个需

求迅速下滑的信号，值得跟踪研究。与此同

时，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元器件产品高

速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生产集成电路

1712亿块、光电子器件5961亿只，增速均达

40%以上，既反映了电子产品高端化带来的

全球元器件高涨需求，又反映出我国基础电

子领域实力强化。

从计算机市场数据看，今年上半年，联

想继续保持全球电脑市场出货量第一，约占

全球市场的 1/4，较第二的惠普高出近 1 个

百分点，并且二者增速拉开较大差距，联想

产品实现 3.6%的正增长，但惠普产品正

以-11.3%的速度减少向全球市场供应。

从智能手机市场数据看，智能手机市场

进一步洗牌，华为跌出前五（去年同期为第

二名，18.9%占比），除三星占比略有下滑，苹

果、小米、OPPO、vivo的出货量均有上涨，可

见，华为手机销量下滑的巨大市场份额被头

部手机厂商均分。前五位企业全球占比为

62.5%，较去年同期有所降低，意味着有更多

机会给予二、三线手机品牌参与竞争。

值得关注的是，在主要产品整体保持良

好态势的基础上，移动通信基站产量却持续

下滑。作为 5G 投资的最大受益产品，2019

年上半年产量出现100%～150%的超高速增

长，于下半年快速降至10%～15%，从去年上

半年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上半年负增长持

续加剧（-55.5%）。这反映出当前5G基础设

施建设进入低谷，由于5G应用场景滞后，运

营商从投入产出考虑对建设基站意愿衰减。

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有望维持在20%
由于去年5月之后电子信息制造

业主要指标回正、基数拉升，预计下
半年将逐渐降低至10%～15%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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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21年1—6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近四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与工业出口交货值月度累计增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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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微型计算机（万台）

集成电路（亿块）

光电子器件（亿只）

手机（万台）

其中：智能手机（万台）

彩色电视机（万台）

移动通信基站（万射频模块）

今年1—6月累计产量

21991.9

1712

5961.1

75401.9

57305

8679.3

248.4

去年同期累计产量

15370.1

1146.8

4256.1

59110.9

46067

8312

556.2

同比增速

43.9%

48.1%

41.7%

21.1%

17.1%

-2.5%

-55.5%

2021年1—6月电子信息重点产品产量增速

2021年上半年我国电
子信息制造业继续保持发展
活力，行业增加值、固定资产
投资、出口交货值三大主要
指标均呈现20%以上的快
速增长，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但较第一季度（40%）增速有
所下滑。值此“十四五”谋篇
布局之际，我国电子信息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仍需增强内
生动力和保持发展定力，才
能强化优势、抢占前沿、实现
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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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联想

惠普

戴尔

苹果

宏碁

华硕

其他

总计

2Q2021出货量

（千台）

17278

14301

12256

6086

4375

4267

13065

71628

2Q2021市占率

(%)

24.1

20.0

17.1

8.5

6.1

6.0

18.2

100.0

2Q2020出货量

（千台）

16681

16117

10717

5086

4042

3677

12168

68488

2Q2020市占率

(%)

24.4

23.5

15.6

7.4

5.9

5.4

17.8

100.0

出货量

增长率（%）

3.6

-11.3

14.4

19.7

8.3

16.0

7.4

4.6

数据来源：Gartner，赛迪智库电子信息研究所整理

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计算机市场出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