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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制造，步履铿锵

全球半导体产业进入重大调整期
野当前袁全球半导体产业进入重大调整期袁国际贸

易的复杂趋势给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袁集
成电路产业的风险与机遇并存遥 冶6 月 9 日袁在 2021 世
界半导体大会上袁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乔
跃山勾勒出目前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现实与未来遥 他指
出袁在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态势下袁在 5G尧云计算尧物
联网尧人工智能尧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型应用的驱动下袁
中国集成电路市场需求仍将持续增长遥

乔跃山表示袁目前袁中国是全球主要的电子信息制
造业的生产基地袁也是全球规模最大尧增速最快的集成
电路市场遥 2020 年袁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达到 8848
亿元袁野十三五冶期间年均增速近 20%袁为全球同期增速
的 4 倍遥 同时袁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技术创新与市场化
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袁设计工具尧制造工艺尧封装技术尧核
心设备尧关键材料等方面都有显著提升遥 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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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太空袁 天问一号着陆火星袁天
舟二号货运飞船与天和核心舱实现快
速交会对接曰俯瞰大地袁智能高铁京雄
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袁白鹤滩水电站
大坝全线浇筑到顶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科技发展日新月
异袁信息技术加速与工业深度融合遥 从
高端装备尧重大工程到基础材料尧精密
仪器袁中国制造体系逐渐完善尧结构优
化升级尧竞争力与日俱增遥 不断向高质
量发展攀登的大国制造袁步履铿锵遥

大国重器彰显硬核实力

2020 年 12 月 27 日袁雄安站内袁复兴
号高速动车组列车发出袁驶向北京西站遥

广泛应用新一代移动通信等设备袁
智能化设计达 70 余项噎噎京雄城际铁
路全线开通运营袁不仅将北京与雄安紧
紧连接袁 更作为智能高铁的新标杆袁向
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遥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袁很大程度上体
现在制造业水平上曰大国重器袁是制造
业综合实力的有力证明遥

回望新中国成立之初袁我国工业基
础薄弱尧技术落后袁只能生产少量粗加
工产品遥 如今袁我国创建了门类齐全尧具

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袁在重
要领域形成了一批产能产量居世界前
列的工业产品遥

自航绞吸船野天鲲号冶投产袁国产大
飞机 C919尧AG600 水陆两栖飞机相继
成功首飞袁野奋斗者冶号万米深潜噎噎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一批批装备制造
业领域的国之重器亮相袁从逐梦深蓝到
砺剑长空袁 从技术攻克到应用探索袁每
一项突破都是自主创新的有力见证袁映
照了一国制造的步履铿锵遥

2017 年袁我国成为第二大国际专利
申请国曰2019 年袁 我国位列全球创新指
数排名第 14 位噎噎一个个闪亮的数字
背后袁是中国制造创新能力尧发展实力
的不断攀升遥

野我国制造业创新从跟跑为主袁进
入跟跑在加快尧并跑在增多尧领跑在涌
现的新阶段遥 冶工信部新闻发言人黄利
斌说遥

智能升级释放发展潜力
6 月 2 日袁华为发布多款搭载 Har鄄

monyOS 2渊鸿蒙冤的新产品遥
作为新一代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袁鸿

蒙为不同设备的智能化尧互联与协同提
供统一的 野语言冶袁 让应用创新更加便
捷遥 华为表示袁已有 300 多家应用和服
务厂商尧1000 多家硬件厂商共同参与到
鸿蒙生态建设当中遥

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发布袁是产业
智能化升级的缩影遥

数字化尧智能化步伐提速袁不仅孵
化了新的业态尧激发了很多创新袁数字
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袁更是改变了生
产方式尧催生了新的空间遥

化纤制造商恒逸石化下属工厂里袁
工段长王礼娜有些不适应院 一个月前袁
她的工作还是拿着强光手电筒肉眼检
测化纤丝袁 现在只需坐在流水线旁袁看
着智能质检设备将野异常冶的产品送来
复检遥 从一群人到一台设备袁借助百度
智能云将光学成像与算法结合袁恒逸石
化实现产品智能质检和自动筛查遥

智能协同袁 不仅意味着效率提升袁
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工业生产的绿色
转型和节能减排遥

将扬尘噪音监测系统与智慧工地
喷雾降尘关联使用袁中建三局北京公司
保定深圳园项目实现多方降尘袁节约增
效曰通过智慧用电平台设计个性化用电
方案袁工业边缘计算采集分布式能源等
数据袁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助力
制造企业实现错峰用能袁打造野零碳工
厂冶曰 将自主研发的温水水冷技术应用
到高性能计算平台袁联想用科技降低计
算尧存储能耗噎噎

工信部数据显示袁 截至 3 月底袁企
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尧数字化研发设计
工具普及率分别达 52.1%和 73%袁 工业
互联网平台连接工业设备总数达到
7300 万台遥 到 2023 年袁 工信部将在 10
个重点行业打造 30 个 5G 全连接工厂袁
推动工业和信息化加速融合遥 江超

6 月 9 日袁
神舟十二号载
人飞船与长征
二号 F 遥十二
运载火箭组合
体已转运至发
射区遥 目前袁发
射场设施设备
状态良好袁后续
将按计划开展
发射前的各项
功能检查尧联合
测试等工作遥

汪江波

中国首个“蓝碳”交易
项目签约完成

2021 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
日主场活动于 6 月 8 日在山东青岛举行遥
在活动现场袁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所尧广
东省湛江市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尧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渊SEE 基
金会冤举行了野广东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冶
碳减排量转让协议签约仪式袁 标志着中
国首个野蓝碳冶项目交易正式完成遥

该项目将保护区范围内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种植的 380 公顷红树林按照
VCS 和 CCB 标准进行开发袁预计在 2015
年至 2055 年间产生 16 万吨二氧化碳减
排量遥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购买了该
项目签发的首笔 5880 吨二氧化碳减排
量袁用于中和机构开展各项环保活动的碳
排放遥 毕磊

神经网络设计芯片
仅需几小时

英国叶自然曳杂志 9 日发表一项人工
智能突破性成就袁美国科学家团队报告机
器学习工具已可以极大地加速计算机芯
片设计遥 研究显示袁该方法能给出可行的
芯片设计袁且芯片性能不亚于人类工程师
的设计袁 而整个设计过程只要几个小时袁
而不是几个月袁为今后的每一代计算机芯
片设计节省数千小时的人力遥这种方法已
经被谷歌用来设计下一代人工智能计算
机系统遥 张梦然

大尺度钒电池石墨烯电极材料问世
6 月 9 日袁长沙理工大学丁美尧贾传坤教授团队袁联

合中南大学尧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等多家
科研团队袁历经多年袁自主研发设计出了世界首款液流
电池电极材料大尺度生长设备遥 同时袁首次开发出了一
种大规模储能钒电池专用的石墨烯复合电极材料袁可显
著提高钒电池功率密度尧能量效率和循环寿命袁有效降
低钒电池成本遥 这一技术袁有望为大规模储能液流电池
的商业化电极开发提供新思路遥 目前袁成果已完成专利
技术转化袁进入商业应用孵化和中试阶段遥 6 月 7 日袁相
关成果也发布在了我国著名学术期刊叶纳米研究曳上遥

团队最新自主研发出的新型大尺寸石墨烯复合电
极袁 可有效提升电极比表面积和对钒离子氧化还原反
应的催化性能遥 实验数据显示袁以该石墨烯复合电极组
装的钒电池袁 功率密度较原始电极材料可提升 80%以
上遥 同时袁还表现出了优越的循环稳定性遥 俞慧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