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人产业迎来跨越发展窗口期

本报记者 宋婧

9月10—12日，2021世界机器人

大会在北京举办。在万物互联的今

天，机器人已经润物细无声地潜入各

行各业。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加速演进，机器人产业正在迎

来升级换代、跨越发展的窗口期。

中国成世界机器人产业

中坚力量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

部长辛国斌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回

望过去五年的发展历程，全球机器

人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

国机器人产业也向前迈出了一大

步。中国已然成为支撑世界机器人

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指出，一

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技术水平提

升推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另一

方面，人类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老龄

化、招工难等问题需要机器人来解

决，尤其是低端、加工场景或复杂场

景劳动力短缺，将倒逼机器人产业

加速发展。

从产业规模来看，2020 年中国

机器人产业规模已突破千亿元。其

中，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蓬勃发展，

连续八年稳居全球第一。2020年装

机量占全球的 44%。 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16—2020年，中国工业

机器人产量从 7.2 万套快速增长到

21.2 万套，年均增长 31%。随着医

疗、养老、教育等行业智能化需求的

持续释放，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

蕴藏巨大的发展潜力。2020 年，全

国规模以上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

人制造企业营业收入 529 亿元，同

比增长41%。

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行业、企

业看好机器人发展前景，积极投身

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浪潮中。

（下转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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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亚庆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 记者宋婧报道：9月

10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和

信息化部、中国科协共同主办的

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

幕。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

记蔡奇，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

协主席万钢出席大会，中国科协党

组书记张玉卓、北京市市长陈吉

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出席并致辞，中国科学院外籍院

士、2020年IEEE总主席福田敏男以

视频方式出席并致辞，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航天员以视频方式寄语。

受肖亚庆部长委托，辛国斌在

致辞中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机器人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随着信息化、工业化不断融合，

以机器人科技为代表的智能产业蓬

勃兴起，成为新时代科技创新的一

个重要标志。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

目的，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导

向，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辛国斌指出，随着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机器人

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

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

式。世界范围内，推动机器人技术

创新和产业发展已形成高度共识，

中国已成为支撑世界机器人产业

发展的中坚力量。

辛国斌强调，推动机器人产业

高质量发展，一是着力夯实产业基

础，补齐机器人产业发展短板，加

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检测认证能

力。二是着力增强产品供给，面向

重点行业需求，集聚优势资源，推

进高端机器人产品的研制，提升性

能、质量和安全性。三是着力拓展

市场应用，推进机器人应用场景开

发，加快家庭服务、教育娱乐等机

器人推广。四是着力优化产业生

态，支持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协

同创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维

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辛国斌表示，我们将继续秉承

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一如

既往地加强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

合作，推进机器人科技研发和产业

化进程，共同推动全球机器人产业

繁荣发展。

中宣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国家矿

山安监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

门代表，工信部办公厅、财务司、科

技司、装备工业一司以及地方工信主

管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开幕式。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 9月13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党组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学习班，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主题，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开

展研讨交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吃

透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以更加坚定的思想

自觉、精准务实的举措、真抓实干

的劲头，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工作全

过程各方面，更好地推动工业和信

息化事业高质量发展。部党组书

记、部长、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组长肖亚庆主持集中研讨并作

总结讲话。

专题学习班共分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自觉主动学习，结合工作实际撰写

学习心得，积极开展研讨交流。部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举办专题

辅导报告会，邀请专家授课。在第

二阶段，部党组组织集中学习研

讨，机关司局主要负责同志立足核

心职责进行分组交流，部领导和部

分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集中交流

环节作了发言。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是一篇划时代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凝结着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理论精华和最新成果，为我们奋

进新时代、走好新征程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发展理

念是我们党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

律的理论结晶，是新时代我国发展

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

中体现，是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

的实践指南，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根本遵循。通过学习，大家提

高了对“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认

识和领悟，加深了对新发展理念的

理解和把握，明确了下一步工作思

路和努力方向，进一步坚定了推动

工业和信息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信心和决心。

大家一致表示，要进一步学深

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增强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

行动自觉。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

化风险意识，加强前瞻性思考、全

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

进，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

发展新兴产业，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把稳定制造业比重同稳

投资、保运行、促创新、强基础、补

短板、锻长板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

起来，加快推动工业和信息化高质

量发展。要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和

作风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牢

政治机关意识，深刻认识工信部各

项工作政治性之强、使命之重、责

任之大，强化担当意识和斗争精

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进一步提升履

职尽责的能力。

大家表示，要进一步深化对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的理解与把握，深入推进“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党史学习

教育抓在经常、融入日常、落在平

常，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动工业和

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纪检监察

组组长郭开朗，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张

克俭，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

斌、王志军，副部长徐晓兰，部党

组成员、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张

建民，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田玉

龙，总工程师韩夏，总经济师许科

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

信息化部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

志，部机关各司局主要负责同志，

各省（区、市）通信管理局、部直属

各单位、部属各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分别在主会场和各地分会场参

加学习。 （耀 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举办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班

液晶面板：未来全球竞争烈度趋缓

本报记者 卢梦琪

近期，历时 13 个月的液晶面板

涨价迎来拐点，全球面板价格逐渐

回落，行业进入新一轮整合周期。

本轮面板价格上涨时间长、涨幅大、

全尺寸普涨、尺寸分化明显，对行业

影响持久而深远。历史上的液晶周

期总是部分归因于厂商格局的变

化，这次液晶涨价最长周期，京东

方、TCL科技策动的重大收购，进一

步稳固了中国大陆厂商的全球主导

权。经历了系列面板竞争格局变

动，未来竞争格局深度变化的频度

也将逐渐趋缓。

周期波动触发

行业主动权转换

2015年下半年和2018年上半年

成为中国液晶面板发展历史上两个

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除了面板价格

在6个月内从同比下降25%急剧发展

为同比下降35%，中国大陆厂商也开

启了对于韩厂的逆袭之旅。

2015年下半年，中国新一波 8.5

代线的产能扩张刺激了全球供应。

群智咨询数据显示，得益于中国大

陆 8.5 代线增加到 8 条和 5.5 代线产

能爬坡，2015 年液晶面板产能比

2014 年增长 36%。其中，京东方重

庆 8.5 代线规划产能每月 12 万片；

TCL 华星光电新的 8.5 代线实现月

产 6 万片；中电熊猫的 8.5 代线在

2015 年第三季度量产，比 2014 年产

能面积增加 55%。而 2018 年上半

年，京东方的 10.5 代线工厂提前投

产，引发了供给大量提高，并开始带

给韩国液晶面板厂关厂的压力。

在 2015 年之前，价格变化摆幅

震荡一直较为温和。根据Omdia研

究，2009—2015年，每半年的价格变

化在-20%和+20%之间。然而，2015

年到 2021 年，每半年的价格变化变

得很活跃，价格在6个月内的变化大

于 30%。这与供给面的变化有极大

关系，特别是 2015 年后中国大陆的

面板厂商开始占据价格的主导地位。

2016年下半年是面板价格急剧

飙升的一个特殊时间段，这是由于

2015年最后一次周期性价格下跌和

三星显示关闭了 7 代线产能导致。

群智咨询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期，韩

国厂商依然保持领先优势，市占率为

20.6%的 LGD 位列第一，与上年持

平；三星显示因制程改造良率不佳影

响整体出货，加之11月底关闭7代线

40 英寸面板出货减少，市占率下降

0.8个百分点排名第二。（下转第5版）

““聚焦面板最长涨价周期聚焦面板最长涨价周期””系列报道之二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9 月

13 日，国新办举行“推进制造强国

网络强国建设 助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党

组书记、部长肖亚庆介绍推进制造

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助力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有关情况，并与工业和信

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新闻发

言人田玉龙，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

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

国答记者问（详见第2~3版）。

肖亚庆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

重要里程碑意义。工业和信息化发

展水平的提升、实力的增强，既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重要成

果，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物

质技术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发展实

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作出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

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各地区、各部门、

各行业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显

著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和综合国力，为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和

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作出了

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

固。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已连

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主要体现在：

体量大，2012年到2020年，我国工业增

加值由20.9万亿元增长到31.3万亿元，

其中制造业增加值由16.98万亿元增长

到26.6万亿元，占全球比重由22.5%提

高到近30%。体系完备，我国工业拥

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

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

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

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竞争力增强，

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消

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

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大

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下转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