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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产业全球化：开放共赢的必然选择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 余晓晖

2018年8月初，苹果公司成为美国
有史以来首家市值突破 1万亿美元的企
业。这是苹果的里程碑，也是全球 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 企业的里程碑。在
苹果杰出创新能力的背后，还有供应链
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这个阵容有多强
大？在今年 2 月公布的 《供应商名单》
中，苹果列出了其从材料、制造到组装
的前 200 强供应商，来自美、中、日、
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iPhone的诞生早
已不止美国设计、中国组装那么简单，
仅基带芯片供应商之一的英特尔，就分
别通过其在美国、中国、爱尔兰、以色
列、马来西亚和越南的 10 家工厂为苹
果公司供货；连接器供应商之一的美国
Amphenol 公司，供货地点也远不止美
国本土。一部iPhone，俨然就是ICT产
业全球分工协作、开放共赢的缩影。

今年 3 月以来，中美经贸摩擦跌宕
起伏，对ICT产业的影响不容低估。深
化对ICT产业全球分工协作客观规律的
认识，方能稳定开放共赢的大好局面。

全球分工协作持续深化

伴随各国经济环境、技术水平和资
源要素的不断变化，ICT产业在全球范
围内的分工也不断细化和深化。当前，
ICT产业的区域布局呈现如下特点：美
国领跑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领域，日
本在上游材料和装备方面占优，韩国存
储领域更为强势，欧盟传感器技术水平
领先，而中国则在整机集成领域地位突
出 （见图1）。各国在ICT产业链的不同
环节发挥个别优势，分工协作，促进了
全球ICT产业的繁荣壮大。

跨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是形成全球
ICT产业分工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美
国的苹果、英特尔、谷歌等巨头，中国
的华为、中兴等企业，通过研发创新和
并购重组，整合优势资源，促进了全球
ICT产业和贸易发展。如苹果公司的全
球200家主力供应商间已形成协作分工
的供应链体系。

ICT 产品贸易量举足轻重。世界经
济论坛数据显示，在全球商品贸易额排
名中，ICT产品占据了前十强中的四席

（见表 1），贸易额合计占全球贸易总额
的8.3%。其中，集成电路是汽车、石油
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贸易产品，贸易额超
过 8000 亿美元。计算机、手机、广播
通信设备亦表现不俗。

中美优势互补依存度高

从市场规模看，美国和中国无疑是
全球之最。中国人口众多，是全球最大
的手机消费市场，手机出货量占比超过
20%。美国 ICT应用起步早，全社会信
息化、智能化水平高，是网络设备和IT
设备销售额最多的市场，全球超过四分
之一的企业级网络设备销往美国 （见表

2）。
从 ICT 产业链中的角色和地位看，

中美两国各具特色。
美国在ICT领域布局早，整体科技

实力、创新能力超群，一批跨国公司掌
控技术标准，占据价值链高端。福布斯
2017 年全球最大科技公司排名 TOP10
中有 8 家来自美国，包括苹果、微软、
谷歌、IBM 等。不仅如此，ICT 领域重
大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实现基本出自美
国，从第一台计算机、第一部手机的成

功研制和商用，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
和发展，美国始终领跑全球。

中国 ICT 产业体系完整，配套齐
全，涵盖从元器件、整机设备、软件、
测试到组装等的各个环节。美国苹果公
司畅销全球的手机和电脑产品，其大部
分配件也都来自供应商各自的中国配套
工厂。

从贸易投资角度看，中美ICT产业
呈现出3个特点。

一是贸易相互依存。美国主要从事
高附加值的产品设计和研发，中国主要
担当低价值的生产、组装环节，产业互
补，促进了中美间贸易往来 （见表 3）。
目前，美国近80%的手机、90%以上的
PC 和平板电脑需从中国进口，美国出
口的集成电路产品 15%左右销往中国。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多数产品出口附加
值低，组装一部苹果手机仅能赚取 2%
左右的微薄利润，这也就是两国之间

“贸易顺差在中国，利益顺差在美国”
的独特现象。

二是双向投资深化。荣鼎咨询数据
显示，2017 年中美双向直接投资额约
430 亿美元，两国资本流动活跃。ICT
产业是美国对中国投资最多的领域，约
占美国对华总投资的 30%；中国对美
ICT产业投资则占约 10%，是对美投资
的第三大领域。

三是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高度依
赖。目前，美国主要的科技企业都在中
国有相关业务，特别是苹果、高通等公
司依托中国市场不断发展壮大。2017
年，苹果大中华区 （含中国大陆、香港
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收入贡献率超
过 20% ， 高 通 有 65% 的 收 入 来 自 中
国区。

短期影响波及全球

综合考虑进口国、出口国和贸易相
关国ICT产业的情况，贸易摩擦带来的
关税加征，可能造成复杂的外部影响，
最终效果取决于政策实施力度和市场的
消化能力。

第一，短期内“转嫁效应”可能大
于“替代效应”。

通常来说，进口国对出口国商品加
征关税会产生两种影响效应：一种是进
口国找到替代品，产生“替代效应”，
另一种是，无法很快找到替代品，关税
成本向产业链上下游传导，产生“转嫁
效应”。如果是前大于后，进口国居于
主动；反之出口国相对主动。

第二，对进口国相关企业将产生较
大负面影响。

首先是从中国进口产品的美国企
业。随着关税加征规模的不断扩大，美
国企业将直接面临如何通过上下游传导
化解陡然增加的成本的难题。

再看在华美国企业。在首批加征
关税清单中，有 59%的产品由跨国公
司在华生产，这其中 70%以上是美国
企业在华进行的加工贸易。加征关税
将直接提升这些企业的出口价格，降
低产品竞争优势，进而影响其全球布
局和竞争力。

三看上游美国供应商。美国作为全
球最大消费终端产品进口国，同时也是
中间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中国大量的芯
片、元器件等均来自美国出口，若征税
扩展到整机产品，出口需求萎缩和成本
增加，也将通过上游传导影响美国厂商
的出口需求。

第三，贸易关联国将受到波及影响。
考虑到中美两国在全球ICT产业的

地位，绝大多数非美外资在华企业将受
到连带冲击，成本增加出口下降。同
时，对华出口中间产品的各国企业也受

到波及。欧洲、日本、韩国等国的ICT
企业为中国提供大量上游核心产品，东
南亚国家为中国整机生产提供大量低端
配套资源，目标对准中国就是对准全球
ICT产业链。加征关税必然通过进出口
贸易环节影响原有的产品供给需求平
衡，进而改变各国的贸易状况和企业竞
争力。

第四，全球ICT消费者的利益将明
显受损。

如果进口国短期内无法找到合适的
替代产品，加征关税税率过高，进口国
企业很可能通过提高最终产品售价来转
移税负，提高国内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和
货币成本。ICT消费者长期享受的由全
球分工带来的“低价格高性能”的消费
升级福利可能被迫中止。这不仅是对消
费者利益的直接损害，也将打击全球
ICT投资和贸易领域的信心。

长期影响将逐步递减

理论上分析，加征关税通常只是
贸易赤字国急于改变现状的常规手
段，实际效果还受到产品的供给需求
弹性、对外贸易依存度、商品存货及
替代、结算货币汇率等多种因素的共
同影响。报复性的多轮关税加征不是
任何领域的贸易常态，因此不能成为
改变 ICT 产业和贸易格局的长期影响
因素。

历史经验同样表明，关税对于贸
易逆差有短期作用，长期则不可持
续。上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美国
为改变对日贸易逆差局面，采取了限
制从日本进口汽车、对进口电视/计算
机等电子产品征收 100%关税等手段。
但在美启动对日贸易战的十多年间，
美日贸易逆差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上
世纪 80 年代后期，逆差一直维持在
400亿美元以上。

从实践来看，得益于要素资源充分
流动、产品市场自由竞争等客观环境，

全球 ICT 产业已经形成稳定的要素配置
和专业分工格局，ICT 产业的技术创新
孵化在美国，加工制造和市场在中国。
中国广阔的市场带动了一批美国跨国企
业的发展，为美国技术创新注入了强大
的资本，间接拉动作用显著。中美经贸
摩擦不利于双方企业持续发展，加快回
到贸易、研发合作的道路上，才是中美
双方的最优选择。

回归合作方能共赢未来

美国业内人士是否支持加征关税
呢？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有关人士在 7
月下旬举行的听证会上指出：半导体行
业的发展依赖遍布全球的复杂而广阔的
供应链，加征 25%关税对美国半导体供
应链极为有害。如果按照提议实施的关
税计算，那么出口减少以及每年额外税
收和收入损失将超过5亿美元。

代表 300 多万家企业的美国商会也
在 8 月 17 日发布的 《依据第 301 条款采
取行动的建议》 中明确表示：对中国进
口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结合拟议
的 2000 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将
增加美国 ICT 服务和制造业务中几乎所
有重要部分的成本，威胁到支撑美国经
济的整个 ICT 生态系统，损害美国在创
新和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危及
数十万个就业岗位。

应该承认，无论发展阶段还是资源
禀赋，中美之间仍存差异，但 ICT 产业
已经形成相互依赖、高度互补的格局，
仍须稳定互信、加强合作。否则，就算
是苹果这样优秀的企业，也将失去资
源、效率和成本优势，而这也将是整个
产业链上所有企业的损失。

综观全球，短暂的经贸摩擦不足为
奇。在 ICT 产业领域，中美双方的共同
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及有关各国应秉
承积极、开放的心态，以合作共赢为基
本价值取向，以创新推动 ICT 产业的持
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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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测绘学会与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发
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创新与产
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测绘地理信息高新技术
企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60%以上。

报告显示，2015年和2016年，我国测绘地理信息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6.82%和 62.46%；2016 年和
2017年，测绘资质单位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9.37%和46.77%。

从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创新产出变化看，以专利为例，截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18636 家测绘资质单位共申请专利
141988 项，授权 74842 项；完成专利申请的单位数量为
1546家，拥有专利授权的单位数量为1360家。

近年来，测绘地理信息类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占我国专
利申请总量和授权总量的比例均出现大幅增加。截至2017
年12月31日，申请测绘地理信息类专利为6251项，拥有测绘
地理信息类专利授权3008项；申请了测绘地理信息类专利的
单位数量为620家，拥有专利权的单位数量为429家。

“测绘资质单位更加重视以专利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产
出，也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国测绘学会理事长
宋超智表示，自2000年以来，共有56个测绘地理信息类项
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励，1221个项目获得中国测绘科学
进步奖。这些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创新成果在经济建设、社
会发展和国防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报告从测绘地理信息高新技术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和企
业营业收入的变化中阐述了产业结构的变化。2013 年至
2016 年期间，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小微企业数量逐年减少，
中型及以上企业数量逐年增加；2017年测绘地理信息业务
营业收入在 1 亿元以上的企业数量为 85 家，同比增加
25%。同时，测绘资质单位中甲乙级测绘资质单位被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较多，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一定
程度上也反映了测绘地理信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不过，报告同时指出，虽然我国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创新
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总体上看，国内测绘地理信
息科技水平与国际各相关领域的最高科技水平还存在一定
的差距，主要短板和瓶颈集中体现在高精尖的装备水平及
由其衍生的数据获取、处理以及应用技术等方面。“比如，重
力对地观测设备和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处于空白；水下
地下测绘装备基本依赖进口；雷达卫星数据源自主获取能
力明显不足等。”宋超智表示，产生这些差距的原因，既有创
新能力相对不足的问题，也受各类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应用
不够、现代工业制造水平不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我
国的测绘地理信息科技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近日，以“新观察”“新探索”“新应用”为主题的亚洲首
届智慧零售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财经大
学和腾讯云联合举办，旨在搭建资本、技术、实体零售业的
跨界融合沟通平台，进而“敲起数字转型锣鼓，吹响智慧升
级号角”，为智慧零售行业转型升级提供有效参考和服务平
台。同时，论坛从不同视角分析中国当前零售产业现状，并
结合产业链特征创新商业模式，对接优质资源，探索前沿解
决方案，为资本、技术、实体零售业的跨界融合沟通提供良
好平台，为智慧零售行业转型升级提供有效参考和技术案
例。此外，上海财经大学还将在继续教育学院/国际从业资
格教育学院下设“中国智慧零售研究中心”，并发布了首期

《亚洲首届智慧零售高峰论坛白皮书》。
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宏表示，当前 5G网络、物

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正在一点点改变零售产
业的发展与布局。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大背景下，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正驱
动全行业变革，零售业正处在从电商迅猛崛起的 3.0 时代
向智慧零售4.0时代跨越转型升级的重大窗口期。

论坛上，业内专家认为，智慧零售是传统零售业升级的
必经之路，也是行业进化的必然方向。为促进智慧零售行
业发展，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应加强沟通合作，以激发零售
新动能，创新零售新模式，引领数字升级。

“从技术赋能零售行业出发，腾讯云在现代生活和商业
中的实际应用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云技术如何帮助传统
零售转型升级。”腾讯云副总裁王祥宇表示，利用云计算技
术可以构建用户标签体系，描绘用户画像，获取 LBS 位置
信息等大数据信息，以此实现智慧零售的精准服务，最终的
目标是要让数据价值演变成消费者的良好体验。

猫屎咖啡创始人廖葵用咖啡店的例子讲述零售业面临
的挑战。“现阶段‘互联网+’和各种商业的融合正处于眼球
经济和粉丝经济的高峰期，传统咖啡门店智慧升级要强调

‘参与+社交+体验’的同步转型。”廖葵表示，在销售过程中
要增加“互动”和“玩”的兴趣点，强调消费者体验，实现粉丝
变现，进而打通线上线下流量，实现盈利。用智慧零售的形
式，最终让消费者获取高于传统零售的优质体验。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60%

我国测绘地理增添科技含量
本报记者 徐 红

在亚洲智慧零售高峰论坛上，专家热议：

智慧零售须让体验更优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图为无人测量船，适用于内河航道、湖泊等区域的水下

地形测量、水文测量。 徐 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