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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东：

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是一场持久战

特约撰稿 李佳师

本报记者 齐旭

备受关注的鸿蒙OS3.0（HarmonyOS3.0）终于揭开面纱。在7月27日晚上举行的HarmonyOS3.0及华为全场
景新产品发布会上，华为全面解密了鸿蒙OS3.0的各项新体验升级，并带来了一系列硬件新品。华为常务董事、终
端BG CEO、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 CEO余承东开场：“HarmonyOS是史上发展最快，也是覆盖升级机型最多的
操作系统。截至目前，搭载HarmonyOS2的华为设备数突破3亿，HarmonyOS Connect产品发货量突破1.7亿。”

事实上，关于鸿蒙3.0的诸多信息早已提前释放。6月15日，华为开发者联盟公告，鸿蒙3.0开发者beta版启动
公测招募，应邀测试的开发者已抢先体验了鸿蒙3.0新功能，但因签署了保密协议，一直尤抱琵琶半遮面。日前，余
承东在其个人微博上晒出了鸿蒙3.0的系统界面，余承东微博、华为终端官方微信同时“剧透”了鸿蒙OS3.0的重
点——更顺畅、更自由、更安全。

对于操作系统来说，更流畅代表为使用者带来方便的体验，更自由满足了新时代用户多使用维度的特殊要求，
更安全是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量激增背景下至关重要的一点。对于产业来说，这三方面分别从使用体验、特殊使用需
求，以及数字经济时代的安全保障等维度提出了优化和升级，说明鸿蒙操作系统通过自身的努力越来越走向成熟。

围绕三个维度进行升级
因为得益于更精简的系统和新

的算法，所以鸿蒙3.0的系统流畅度
进一步提升。

操作系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一个

操作系统能否成功，不仅仅取决于系统本

身，还取决于围绕系统的应用软件生态。

而能否赢得软硬件生态的支持，往往与应

用需求、时间点和产业协作模式密切相关，

计算产业从 PC 到移动互联时代，Macin-

tosh、Windows、iOS、Windows Phone、安卓

几大操作系统的进阶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每一次应用场景和应用需求的大变

迁，都是孕育新操作系统的最佳契机。当

鸿蒙OS问世时，人们常常将其与iOS、安

卓进行类比，但事实上，iOS、安卓与鸿

蒙所面对的设备对象和应用需求已经大不

一样。iOS、安卓的核心对象是手机，这

两大操作系统都是以手机为核心进行功能

定 义 ， 而 华 为 的 鸿 蒙 是 以 多 设 备 为 中

心，围绕包括手机在内的多设备“万物

互联”进行功能定义，是分布式全场景的

操作系统。

多设备万物互联需要新内核、新架构

的操作系统吗？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谷

歌在有了安卓之后要推出 Fuchsia 操作系

统，就是因为安卓与 Fuchsia 所面对的需求

与设备是不一样的。Fuchsia于2019年8月

发布，被认为是谷歌手机、电脑、物联网等

设备的大一统操作系统，不过从最新发布

出 来 的 信 息 看 ，谷 歌 正 将 所 有“device/

Google/Fuchsia”的代码从 Android 中删除，

这说明谷歌内部对Fuchsia发展路径仍存在

分歧。谷歌对于 Fuchsia 尚在摇摆，而华为

没有旧操作系统“包袱”要背，更可以放开

手脚。

物联网时代的操作系统现在尚无垄断

者，鸿蒙能够成为未来的主流吗？这是人

们想问的又一个问题。人们习惯于用已成

功的模式来套用正在生长的未来事物衡量

其发展。事实上，没有哪种发展模式是固

有的，PC时代，PC操作系统 Windows是霸

主，Macintosh 是小众，因苹果 MacPC 出货

量少，但到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Ma-

cintosh 成为流行，因为苹果已经把 Mac-

Book做成了市场主流，有了海量用户。移

动互联网时代，在手机操作系统市场，苹果

与谷歌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路线，苹果软

硬件垂直整合，谷歌安卓开源免费，都让他

们站上了全球主流OS的位置，所以能不能

成为主流，没有固定模式，核心是上量，要

有更多的用户支持。

目前华为正在走另外的路，既让鸿蒙

开放开源，也在创造全连接、全场景硬件产

品上“不手软”。从用户数据来看，鸿蒙已

经成为继安卓和 iOS 之后，第三大移动

OS。今天，只有放在物联网时代的背景下，

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华为为什么要聚焦

“万物互联”和“全场景”。事实上，今天用

户所需要的设备和服务越来越场景化，并

不是只拿一个设备就“包打天下”。行走在

路上，手拿东西，用耳机来打车而不是操作

手机叫车，就成为了诉求；从外面回到家里

或办公室，希望将手机的屏幕切换到电脑

或电视上，用电脑输入、用其他设备显示，

这是诉求；和朋友相聚，希望两副耳机听一

个音乐，这同样也是诉求。而这些诉求，在

华为的发布会上已成为现实，在鸿蒙3的加

持下，华为耳机、手机、电脑、电视已经让这

些服务和体验无缝化、无感化。

移动互联网到物联网时代迁徙，在万

物互联的赛道上，华为还有机会给产业更

大的惊喜。目前在手机领域，鸿蒙只有华

为自己，但来自其他领域的美的、格力、赛

力斯等都加入了鸿蒙生态。

来酷科技品牌总监王永生认为，鸿蒙

3.0 的升级其实是对底层系统的一次大的

动作，目前国内在底层系统层面缺乏持续

创新及市场化产品，而鸿蒙3.0的面世是对

于市场化道路一次有力的突破。在技术层

面看，本次鸿蒙系统的升级应该是更深层

的向内核底层纵深延展，以华为的基因，肯

定是在内核层面有了大的突破才会进行大

版本更新，期待鸿蒙在底层内核上有大的

消息公布。

工信部数据显示，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增

加值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

的 31.4万亿元，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地位。“产业基础高级化”是我国制造业综合

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把“产业基础高级化水平明显提高”

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

任务之一。

7月 26日，在 2022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

家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产业基础专

家委员会主任陈学东表示，近年来，“链式推

进”等一系列举措有效解决了中高端基础产

品和技术的推广应用，我国产业基础领域取

得了显著进展。然而，部分关键环节的短板

仍不能忽视，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是一场持

久战，要从创新政策、创新平台和人才培养三

方面推进产业基础创新发展。

重点领域和重大工程

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近年来，我国产业基础领域取得了显著

进展。尤其是在产业基础高级化方面，不断

取得新的成就。”陈学东表示。

据他介绍，我国有 106 项重点产品实现

了技术突破。其中，高级型数控系统技术水

平和市场销量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国产电池

成组效率及能量密度普遍高于同期国际其他

产品，驱动电机本土化发展不断深入；农业装

备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基于北斗系统的农

机导航终端年销量超过2万台……

“‘链式推进’有效解决了中高端基础产

品和技术的推广应用。”陈学东说，近年来，我

国产业基础方面已经形成了上中下游互融、

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链式推进”措施。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和专精特新企业成

为产业基础高级化的有力支撑。2021年，工

信部公示了遴选出的 25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

优胜者名单，其中 7 个产业集群属于产业基

础领域；培育的 4762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中，约9成主要集中在基础零部件

和元器件、基础材料、技术工艺及装备制造等

产业基础领域。此外，我国还在轨道交通、光

伏等若干领域具备了全产业链基础产品和技

术的自主化配套能力，许多零部件有了国际

话语权。

三方面推进

产业基础高级化

陈学东指出，我国产业基础关键环节仍

面临挑战，特别是部分核心零部件、关键基

础材料和工艺软件不能自主可控；产品一致

性、稳定性、寿命可靠性需要全面提升；质量

效益指数低，缺乏知名品牌……导致我国制

造业长期徘徊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陈学东认为，未来的十几年里，要从创

新政策、创新平台和人才培养三方面加快

推进产业基础创新发展。

创新政策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宏观政

策环境。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要充分

发挥“顶天立地”的关键作用，选择具体地

区、产业园区、产业集群、企业等，对接需

求，结合优势、特色，分年度、分批次推进产

业基础创新发展；用“链式推进”方式系统

解决工业“五基”问题，鼓励地方政府出台

相应政策措施以及央地协同机制。

“企业是创新主体，如果企业的能力不

提升，工业强基础能力很难实现，因此要加

强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陈学东说，不能

仅仅让中央企业充当产业链链主，要鼓励

更多有条件的企业成为“链主”，提升中小

企业的创新能力；此外，还要进一步发挥高

校在科技创新体系的作用，开展以需求为

导向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创新平台方面，则要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推动有条件的转制院所在一定程

度回归公益，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为行

业提供关键共性技术；围绕产业基础重点

领域，培育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

范平台和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

基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人才培养方面，科技工程师和企业高

级人才需要进一步发力。过去国家很注重

专家技术人才，但企业家也很重要，如果一

个企业的领导不重视基础研究和工业强

基，那么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就发挥不

了作用。

“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是一场持久战，

需要长期性、系统性的战略布局，我们要久

久为功，把产业基础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将其作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核心任务，推动

产业基础创新发展，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

通。”陈学东说。

鸿蒙走向万物互联

鸿蒙操作系统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2019年8月，华为在其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发

布鸿蒙操作系统；2021年 6月，华为正式发

布鸿蒙系统 2.0 以及多款搭载鸿蒙 2.0 产

品，并首次在华为手机端升级，搭载鸿蒙操

作 系 统 的 手 机 正 式 推 向 市 场 。 从 鸿 蒙

OS2.0到鸿蒙3.0，是一次大版本升级，而这

一跃升的背后，透露出很多重要信息。

华为终端 BG 首席运营官何刚详解鸿

蒙 HarmonyOS3.0 带来的三个维度的六大

升级体验，包括超级终端、鸿蒙智联、万能

卡片、流畅性能、隐私安全、信息无障碍。

具体来看这次更新的亮点，超级终端

是一大特色：HarmonyOS3.0 支持更多设

备接入，可以实现包括打印机、智能眼

镜、车机等在内的12种智能设备组合，除

了手机，智慧屏 PC 等都可以作为超级终

端的中心设备。多屏协同进一步升级，

HarmonyOS3.0 系统可以实现设备与设备

之间的互联，不同的设备功耗不同，在不

同的场景下，用户对于屏幕的需求不同，

搭载鸿蒙系统的设备可以实现无缝互联、

多屏协同。比如可以将手机内容同步到鸿

蒙系统的电脑中，手机也可以调用鸿蒙系

统电脑上显卡，为手机增加显存，提高图

形图像处理速度。

因为得益于更精简的系统和新的算

法，所以鸿蒙 3.0 的系统流畅度进一步提

升。华为给出了一组数据：相比上一代

HarmonyOS2.0，搭 载 HarmonyOS3.0 的 华

为 P50 Pro 应用启动速度提升 7%，滑动流

畅性提升 18%，TOP 应用操作响应速度提

升 14%。用何刚的话说：“HarmonyOS3 可

以让3年前发布的华为Mate30 Pro，即便再

用3年，仍可以做到持久流畅。”

赛迪顾问业务总监兼软件与服务业研

究中心总经理高丹认为，更定制化、更自由

是80后、90后、00后的诉求，进化后的鸿蒙

3 自定义程度更高。“万能卡片”是一个代

表，HarmonyOS3.0 可以自定义组合、堆叠

各种不同的卡片，同时，各种小组件也能组

合到一个文件夹内，形成一个完全自定义

的小组件组合。

“安全”是又一个关键词。在系统底

层方面，HarmonyOS3.0 升级了隐私保护

能力，重新设计了某一个权限历史访问

记录界面和 APP 权限访问记录界面，通

过 AI 隐私保护功能自动擦除图片上的敏

感信息，比如二维码、身份证号等，对

分 享 出 去 的 照 片 ， 也 会 隐 去 拍 摄 的 地

点、时间等信息。

与iOS、安卓不完全是一个赛道
目前在手机领域，鸿蒙只有华

为自己，但来自其他领域的美的、
格力、赛力斯等都加入了鸿蒙生态。 我国算力核心产业规模达1.5万亿元

位居全球第二

本报讯 记者齐旭报道：算力是数字

经济时代集信息计算力、数据存储力、网

络运载力于一体的新型生产力。记者从 7

月 30日召开的 2022中国算力大会上获悉，

近年来，我国算力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2021 年年底我国算力核心产业规模达 1.5

万亿元，关联产业规模超过8万亿元，近5

年平均增速超过 30%，算力规模位居全球

第二。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持续夯实，目前已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

设施。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6 月底，5G 基站数达到 185.4 万个，5G 移

动电话用户数超过4.5亿户，所有地级市全

面建成光网城市，千兆光纤用户数突破

6100万户，启动建设多条“东数西算”干

线光缆。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

590 万标准机架，服务器规模约 2000 万

台 ， 算 力 总 规 模 超 过 150EFlops （每 秒

15000 京次浮点运算次数）；存储方面，

2021 年我国数据中心存储总容量达 800EB

（1EB=1024PB），全国先进存储使用占比

约 14%，对数据存储性能要求较高的一线

城市先进存储占比最高17%。

我国算力产业链条持续完善，包括算

力基础设施、算力平台、算力服务等在内

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算力产业生态初步

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算力平台、新

型数据中心以及产业基地相继落地。据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1年，我国算

力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万亿元，其中云计

算市场规模超过3000亿元，IDC服务市场

规模超过1500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

模超过4000亿元，算力产业支柱作用越发

凸显。

会上，我国首个综合算力指数——

《中国综合算力指数》正式发布。这一指数

由算力、存力、运力和发展环境四个方面

的 30 多个指标构成。从综合算力指数来

看，我国东部算力枢纽节点所在省份综合

算力总体处于领先水平，部分西部算力枢

纽节点和中部省份 Top10 榜上有名。东部

省份的算力、存力、运力发展整体处于较

高水平，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综合算力指

数总体较高。部分中部省份在算力、环境

等方面也处于全国前列。部分西部省份以

其自身在存力、环境等方面的优势也跻身

To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