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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举行 2022 年新年升国旗仪式
本报讯 1 月 4 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部党组
书记、部长肖亚庆，部党组成员、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信部纪检监察
组组长郭开朗，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国防科工局局长张克俭，部党组
成员、副部长王江平、辛国斌、王志
军，副部长徐晓兰，部党组成员、国
家烟草局局长张建民，部总经济师
许科敏出席仪式。
上午 8 时，升国旗仪式正式开
始。伴随着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
行曲》，参加仪式的全体干部职工庄
严肃立，目送国旗冉冉升起，满怀深
情高唱国歌，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
繁荣昌盛。
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共产党
迎来百年华诞，十九届六中全会通
过党的第三个历史性决议，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实现，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式开
启。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工业和信
息化系统砥砺攻坚、奋发作为，扎实
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深入推进
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工业经
济持续恢复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得到提升，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支
持 力 度 加 大 ，产 业 结 构 进 一 步 优
化，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成效，工业和信息化实现“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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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共产党迎
来百年华诞，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
开启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在党的领导下，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了历
史性的跨越。工信部数据显示，2021 年 1—11 月份，我国规模以上电子
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2%，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2.6%，软件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8.3%。人工智能企业数占全球 1/4，云计算、大数
据、区块链市场规模以及量子计算科研实力位于全球第一梯队。电子
信息产业
“十四五”
实现良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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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开局。
2022 年，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将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巩固拓
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发扬历史主
动精神，坚定信心、提振精神、扎实
工 作 ，统 筹 推 进 强 链 补 链 、技 术 攻

关、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加
大对中小企业支持，提升信息通信
服务供给能力和制造业核心竞争
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升
级，筑牢经济“压舱石”，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耀 文）

强化应用导向 提升信息通信服务供给能力
——2022 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述评之四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数字化转型方兴未
艾，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信息通信
网络就是支撑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
型持续发展的“利器”
“
。强化应用导
向，
提升信息通信服务供给能力”
正是
2022年工信部六项重点工作之一。
稳妥有序开展 5G 和千兆光网
建设，到 2022 年年底千兆光网具备
覆盖超过 4 亿户家庭的能力。加大
IPv6 应用创新和推广，加快 5G 在垂
直行业的融合应用。纵深推进 APP
专项整治，健全车联网和智能网联
汽车等安全保障体系，提高无线电
频谱资源利用水平。这是工信部针
对提升信息通信服务供给能力提出
的重点方向。
稳妥有序开展 5G 和千兆光网

建设，是要持续增强网络基础能力。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1 月
底，我国 5G 基站总量达到 139 万，5G
终端接入总量达到 4.9 亿。提升 5G 网
络支撑能力，
需要继续坚持适度超前、
以建促用、建用结合的原则，
紧贴行业
和市场需求，实现网络的深度覆盖和
按需覆盖。推进 5G 行业虚拟专网规
模化发展，加快端到端网络切片等新
技术的成熟商用，探索建网新模式。
强化应用导向，需要强化 5G 对应
用的支撑能力。要遵循技术、标准和
产业渐次导入的客观规律，
科研机构、
高校和龙头企业要推动 5G 后续国际
标准演进，提高 5G 标准对重点行业应
用的支撑能力。针对芯片、模组等制
约规模化应用的关键环节，要加大资
金、税收等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应用
安全保障能力，加强 5G 融合应用的网
络安全和重要数据保护，将安全理念

和措施贯穿于 5G 融合应用的全过程
各 环 节 ，实 现 5G 发 展 与 安 全 相 同
步。加快 5G 在垂直行业的融合应
用，
要坚持需求牵引。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强化企
业在 5G 应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进
一步释放消费市场、垂直行业、社会
民生等方面对 5G 应用的需求潜力，
激发 5G 应用创新活力。
5G 是我国值得骄傲的战略性领
域，在技术、市场两个方面实现全球
领先，
实现从标准制定、
产业化、
网络
建设到应用落地的体系化创新。
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
光纤网络，
当前的核心是向千兆宽带
网络提速，以网络升级带动产业升
级、消费升级，2022 年目标是年底千
兆光网具备覆盖超过 4 亿户家庭的
能力。千兆宽带网络将有力地支撑
8K、4K、VR、AR 等创新技术和应用

的实现。据工信部统计，2021 年上
半年，
千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
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 1423 万户，比
上年末净增 783 万户。信息通信行
业的
“十四五”
规划中强调，
全面部署
千兆光纤网络，加快“千兆城市”建
设，持续扩大千兆光纤网络覆盖范
围，
推进城市及重点乡镇万兆无源光
网络（10GPON）设备规模部署，开展
城镇老旧小区光接入网能力升级改
造。推动全光接入网进一步向用户
终端延伸，推广实施光纤到房间、到
桌面、到机器，按需开展用户侧接入
设备升级。
加大 IPv6 应用创新和推广，是
要构建新型互联网。工业和信息化
部连续三年先后开展“IPv6 网络就
绪”
“IPv6 端到端贯通”
“IPv6 流量提
升”等系列专项工作，已经取得积极
进展。
（下转第 6 版）

幸福乡村接入数字经济大时代
本报记者

齐旭

18 岁藏族女孩斯朗巴珍，家
住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波格村，村子
四周雪山环绕，地势较低。疫情期
间上网课，由于网络信号不好，斯
朗巴珍每天都会爬上村子附近的雪
山顶，在凛冽的寒风中一坐就是 4
个小时。得知此事的中国移动西藏
公司昌都分公司，紧急组织人员物
资在斯朗巴珍家对面的山上建起一
座 4G 基站，还赠送了免费流量和
套餐。
2020 年，这条“雪山顶上找网
上课”的短视频在国内各大网络平
台转载，点击量达到上百万。为了
一个孩子上网课专门架设一座基

站，虽然不符合商业逻辑，
但却令人感
到温暖。
在我国地广人稀、交通闭塞的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曾有许
多人像斯朗巴珍一样，苦于网络不通
而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不让
一个人掉队”，不仅要让老百姓“用
得上”网络，还要“用得起，用得
好”。这也是过去 7 年我国全面推动
电信普遍服务的目标。2021 年 12 月
30 日，工信部宣布，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
“村村通宽带”
，贫困地区通信难等问
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随着广大农村接入数字经济时代
“信息大动脉”被打通，
一幅农民乐业、
农村致富的画卷徐徐展开……

行政村全面实现
“村村通宽带”
当脆弱的生态系统和深度贫困
纠缠在一起，原本再平常不过的事
情，
都变成了挑战。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左贡县下林
卡乡旭日村是移动公司电信普遍服
务建设点位，村子位于怒江边，一边
靠峭壁一边临深崖。2017 年 6 月开展
电信普遍服务时，这里还没有通公
路，
进村只有一条牛羊觅食踏出的羊
肠小道，路面虚土易滑，小道两旁落
石不断。
“稀薄的空气、复杂的地形并没

有阻挡通信人啃下硬骨头的决心。”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闫宏强
告诉记者，到旭日村建基站时，19 名
通信建设人员、14 匹马、8 头牦牛组
成的建设队伍翻越了两座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高山，
足足走了五天四夜才
到。面对坚如磐石的永久性高原冻
土层，工人们用牛粪烧了 3 个小时，
才安插了几根杆路，历时 18 天终于
完成了旭日村的 4G 基站建设。
经过 7 年的电信普遍服务，西藏
自治区所有行政村“村村通宽带”，
99%以上的行政村实现了光纤宽带
和 4G 信号双覆盖。通了网络，把西
藏与万千世界联系起来，
“ 雪山顶上
找网上课女孩”
斯郎巴珍在家就可以
上课了。
（下转第 3 版）

数字经济成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2021 年 11 月 1 日，我国正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简称“DEPA”
）。加入 DEPA 可彰显中国参与制定全球经济规则的
开放姿态，有利于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7.8%，数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稳定经
济增长的关键动力。2021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持续推
进，已成为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工信部数据显
示，截至 2021 年 11 月末，我国市场上监测到的 APP 数量达 272 万款。
1—11 月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 2008 亿 GB，同比增长 34.3%，数字
产业化全面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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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电子信息产业“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

我国5G网络覆盖和用户规模全球领先

2021 年 7 月 5 日，工信部等十部门发布《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推动重点行业进一步加快 5G 融合应用商用落地。
据工信部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5G 基站超过 139.6 万个，5G 手机
终端连接数达 4.97 亿户。2021 年 10 月底，5G 网络已经覆盖全国所有
地级以上城市市区、97%以上的县区以及 50%的乡镇镇区。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农村光纤平均
下载速率超过 100Mbps，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9.2%。5G 行业应用
快速发展，截至 10 月底，行业虚拟专网数量超过 2300 张。5G 网络覆盖
水平和用户规模均全球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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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晶圆产能扩张将重塑代工格局

2021 年 3 月 17 日和 9 月 3 日，中芯国际分别宣布将在深圳和上海启
动新的投资扩产计划。4 月 22 日，台积电宣布将在南京厂扩产 28nm 工
艺产能，
目标 2023 年达到 4 万片月产能；11 月 10 日，台积电宣布与索尼
公司联合在日本建造晶圆厂。3 月 24 日，英特尔宣布将投资 200 亿美
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建两座晶圆厂。三星也于 11 月 23 日宣布将斥
资 170 亿美元在美国新建晶圆厂，
这成为三星在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投
资。2021 年以来，
台积电、
三星、
英特尔、
格芯、
中芯国际五家晶圆厂商宣
布的投资金额，
累计超过 2420 亿美元，
全球晶圆代工格局将因此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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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芯潮”冲击全球汽车供应链体系

2021 年 1 月 19 日，由于芯片短缺和需求疲软，福特公司暂停德国
萨尔路易斯工厂的生产。2 月 3 日，通用汽车停止其三座北美工厂的生
产。3 月 16 日，本田汽车所有美国和加拿大工厂临时暂停部分生产。
据统计，2021 年全球因缺芯导致的汽车减产量将超过 1000 万辆。为解
决汽车缺芯问题，主要车企纷纷推动芯片自研或与半导体厂商展开战
略合作。5 月，大众汽车计划自主设计开发高性能芯片。10 月，现代汽
车计划独立开发芯片。11 月，福特汽车与半导体企业格芯共同研发和
生产高端芯片。缺芯对全球汽车半导体供应链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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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面板业经历最长涨价周期

2021年7月，
多种面板价格止涨转跌，
面板行业最长的涨价周期暂时
画上了句号，
全球面板价格逐渐回落，
行业进入新一轮整合周期。本轮面
板涨价始于 2020 年 6 月，历时 13 个月。本轮面板景气周期时间长、涨
幅大、全尺寸普涨、尺寸分化明显，对面板行业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
响。其间，京东方合并中电熊猫的 8.5 代线和 8.6 代线工厂，TCL 科技
收购三星苏州工厂产线，
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进一步确立了
液晶面板领域的优势地位，
韩国企业加快退出液晶产能的步伐。面板行
业有望逐步走出周期性巨幅波动，
成为具有确定成长性的行业。
（下转第 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