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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信息产业是盐城市“十三五”期间重点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本文以
中韩(盐城)产业园为例，分析数字经济时代下，盐城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现状与挑战，并针对发展瓶颈
提出推动产业规模扩大、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品牌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国际合作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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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is the basic and strategic industry of Yancheng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hich has a good prospect of development. Taking China and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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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cheng) Industrial Park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and challenges of
Yancheng’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industrial scale expansion,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strengthening brand building, optimiz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view of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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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正进行经济结构转型，是否能赶上数字化发展浪潮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2020 年，我
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 39.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38.6%，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力。我国“十四
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战略，数字经济被视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电子信息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电子信息产业已成为我国不可或缺的战略性新兴支柱
产业，在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转型期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了解到，2021 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增长态势稳
固，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8%，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14.1 个百分点，近两年复合增
长率为 12.5%。虽然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近年来增长速度较快，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起步晚，对外依赖性
强，自主创新进程缓慢，导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整体发展水平较不平衡且抗风险
能力较弱，不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给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因此，为实现电子信息产
业结构调整，在发展中实现电子信息产业“数字产业化”，同时通过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赋能传统产业，
实现“传统产业数字化”，对区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研究迫在眉睫。本文以盐城为例，对中韩(盐城)
产业园内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2. 中韩(盐城)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成就
2.1. 发展规模稳步扩大
据了解，到 2020 年底，盐城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销售额 652.9 亿元，同比增长 25.7%。“十三五”时
期，全市电子信息产业规模高速发展，开票销售收入分别为 212.1 亿元、326.7 亿元、428.3 亿元、519.7
亿元、653.0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2.5%，5 年来规模总量翻近两番，2017 到 2020 年连续 4 年全省
增速第一。电子信息产业规模逐步扩大，截至 2020 年，全市规模以上企业 350 家，其中开票销售超 10
亿元企业 15 家，超亿元企业 108 家，见图 1 [1]。

2.2. 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在工信部发布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品全目录(2019 年)》中 12 个细分行业和 49 个门类中，盐城市
已布局 11 个细分行业和 46 个门类，占比均超过 90%，并初步形成了以维信电子、博敏电子为龙头的印
制电路板，以立铠电脑、领胜科技、科森科技为龙头的精密结构件，以东山精密、科森光电、生辉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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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重点的光电显示，以天合国能、阿特斯等为龙头的光伏，以 SKI 动力电池、京信电子等为代表的汽
车电子等细分行业领域形成特色产业优势，见图 2。同时，这些企业大多都落户于中韩(盐城)产业园，规
模效应初现。

Figure 1. Invoice sales revenue and growth rate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Yancheng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图 1. “十三五”时期盐城电子信息产业开票销售收入及增长率

Figure 2. Analysis chart of Yancheng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图 2. 盐城产业结构优化分析图

2.3. 企业实力不断增强
“十三五”时期，盐城以中韩(盐城)产业园未来科技城为核心科创载体开展布局。中韩(盐城)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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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跟踪南京大学、第一创客等知名高校和专业运营机构，共建一批新型电子信息研发机构入驻未来科
技城；总规模 100 亿元的康佳盐城电子信息产业基金首批投资的深圳博盛新材料、香港金铢电子等 6 个
项目也在盐城落户。此外，盐城还集中签约 5 亿元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项目 40 个、总投资 391 亿元，涵
盖人工智能、5G、半导体、集成电路、智能终端、高端精密制造及先进基础材料等多个领域。
同时，多家落户于盐城的企业获得建设性成就。领胜科技、德联达等 45 家企业建成省级企业研发机
构；东山通信、矽润半导体等 23 家企业获评省示范智能车间；博敏电子、华旭光电等 7 家企业评定为省
工业互联网发展示范企业；东山精密获批省示范智能工厂；重点面向电子信息产业的盐城 CNC 产能协同
共享工业互联网平台，评定为全省目前唯一的区域级产能共享平台[2]。

2.4. 区域影响力初显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中韩(盐城)五大主导产业之一，区域影响效应初显。
迄今为止，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大会(盐城)及创新创业大赛、高峰论坛、交流恳谈会等系列关于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的活动陆续召开，影响力巨大，吸引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华强半导体集团等全球知名
电子信息巨头来盐合作。

3. 发展瓶颈
3.1. 起步较晚，产业规模较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韩(盐城)产业园的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规模与我国发达地区仍存在着较大差距。
从发展时间来看，与我国珠三角、上海浦东和盐城所处的长三角的其他部分城市相比，这些地区的电子
信息产业有着较长时间的发展历史，核心技术水平先进，竞争实力遥遥领先。而盐城的电子信息产业于
“十三五”期间才完成一个从无到有的转变，虽已初具成就，但产业规模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核心竞争
力需要进一步地提升。与此同时，与我国部分地区相比，由于起步晚，并无相关产业发展基础，中韩(盐
城)产业园的电子信息产业暂未形成集群，产业规模较小[3]。

3.2. 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盐城于“十三五”时期重点优化了中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的产业结构，向中韩(盐城)产业园引入了天合
国能、阿特斯以及 SKI 动力电池等初具规模的骨干企业，但中下游产业链总体实力仍较弱，需要引进更
多企业落户园区。而对于上游电子信息产品原材料供应产业来说，盐城较为缺乏该产业领先企业。电子
信息原材料品种多，技术要求相对较高，研发周期也较长，中韩(盐城)产业园中电子信息产业多数关键原
材料和设备供应仍主要依赖于进口。因此，中韩(盐城)产业园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3.3. 缺乏知名度较高的本地品牌
当前，中韩(盐城)产业园中缺乏知名度较高的品牌，现已落户的几家重点电子信息企业才初具规模，
品牌效应差，带动性弱，大多集中于生产初级产品，园内缺乏附加值高、科技水准高的本地知名创新性
品牌，这就直接导致了中韩(盐城)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产品在同类市场竞争时较难打开市场份额。同时，
也正是因为对外知名度不够，中韩(盐城)产业园相关电子信息产业的企业在对外扩展时“鞭长莫及”，难
以走出盐城，做大外地市场[4]。

3.4. 创新能力较低
从我国总体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水平来看，整体自主创新能力水平弱，掌握核心专利数目少，与美英
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就中韩(盐城)产业园而言，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和研发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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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少，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所需的技术主要以引进、模仿为主，关键核心技术缺失，主导产品技术水平
层次整体较低，缺少市场竞争力强的拳头产品。与目前电子信息产业领头羊华为公司相比，中韩(盐城)
产业园在专利申请数上，甚至没有华为公司的零头数多，产业整体创新水平较低。

3.5. 技术人才缺乏
电子信息产业是盐城近几年来新兴的高新技术型产业，对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吸引力较弱，主要突出表
现为外地人才招不来、本地人才留不住，领军人才、高级技工、普工熟手十分紧缺，特别是集技术与管理
才能的综合性人才尤为稀少，该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企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此外，盐城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电子信息产业相关的中小型企业只
注重加工与生产，而忽视技术创新，严重打压了技术人才的积极性，导致一些高新技术型研发人才无法进
行完整的开发与研究。因此，电子信息产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度不足，在相关人才方面较为缺乏[5]。

4. 中韩(盐城)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进一步推动产业规模扩大
中韩(盐城)产业园办公室应鼓励园区内企业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着力在电路板印制、精密结构件、
光电显示、光伏、汽车电子等重点领域优化的产业培育核心竞争实力强的企业，从而推动中韩(盐城)产业
园电子信息产业中下游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鼓励企业通过资本运营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
联合兼并重组，适度提高企业集中度，培育壮大一批拥有自主研发能力、强核心竞争力、高科技水平的
龙头企业，使之成为中韩(盐城)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支柱和有力支撑；鼓励引导中小型企业向“能、
创、特”方向发展，培养一批专业能力强劲、创新能力优越、特色鲜明的配套企业，加快产业集群的发
展，推动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6]。

4.2. 优化产业结构
目前，中韩(盐城)产业园在电子信息产业于中下游发展的企业较多。中韩(盐城)产业园应继续稳定优
势，引入更多品牌知名度高、自主创新能力高的企业落户盐城。同时，中韩(盐城)产业园应适当引入原材
料生产厂商，减少对国外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发展上游企业，丰富园区产业结构。此外，
盐城市政府要注重产业链优化，牢抓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机遇，利用盐城劳动力、地价较低的区位优势，
承接长三角发达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升级产业结构，将中韩(盐城)产业园培养成国家一流电子信息
产业集聚地。

4.3. 强化品牌建设
中韩(盐城)产业园应围绕重点发展产业，通过承接区域产业转移、培育核心集群竞争力、完善基础配
套设施、对接高新技术人才等方式，引导现有电子信息产业链向下游产业进一步发展，做好电路板印制、
精密结构件、光电显示、光伏、汽车电子等重点产业优化方向企业的品牌，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同时，
中韩(盐城)产业园应倾斜更多资源给园区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与本土上下游企业进行改造重组，强化
电子信息产业链，加快产业集群速度，打造属于中韩(盐城)产业园的特色品牌[7]。

4.4. 优化营商环境
中韩(盐城)产业园应更加积极地贯彻执行有关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规划、监管、保障等各项政策法规，
并制定相关标准、统计、信用等体系。同时盐城市政府应尽快完善牵涉到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法律、
法规以及技术创新体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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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韩(盐城)产业园应积极推动引导区内企业与中科院、清华、北大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所、大学
合作，建立一批电子信息产业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公共研发平台，引导企业抓好科学技术
研究，并实现产业化，实现进一步发展。同时，要积极强化人才支撑，重视电子信息产业人才的培养，
吸纳更多创新性人才。园区应出台相关人才补贴政策，并鼓励企业专门设立基金用于现有人才的进一步
培养和潜在人才的开发。此外企业可以与当地盐城工学院等高校合作，确保人才的供应，使人才利用发
挥到最大效益，从而使电子信息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4.5. 加强国际合作
中韩(盐城)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可以利用区位优势，利用中韩自贸协定积极与韩方合作，引进
优质韩资电子信息企业，学习电子信息产业相关技术经验以及管理经验，对接交流相关技术人才，购买
先进机器设备，将中韩(盐城)产业园做成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典范。同时，中韩(盐城)产业园也要加速与
美国、英国等科技强国的国际合作，学习交流先进经验和技术，并出台电子信息产业落户优惠政策推动
中韩(盐城)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进一步发展。

5. 结语
电子信息产业是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是打造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重大推力。随着我
国营商环境优化、相关优惠政策的出台和前沿技术的推广开发，这一领域将会在“十四五”时期得到更
加充足和深入的发展。盐城市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大力培育电子信息产业。盐城市以中韩(盐城)产业园为
依托，在现有产业格局的基础上，利用园区平台优势，承接国内外区域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对已有电子
信息产业链进行转型升级，打造园区品牌企业。在国际形势动荡的风口浪尖，盐城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将面临着很多机遇与挑战，但盐城市会牢牢把握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契机，为优化电子信息产品的产品
质量和技术含量做好充分准备，迎接电子信息产业升级的春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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