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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建议实施 5G 国家战略来应对华为的领先地位
4月27日，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智库报告《A
U.S. National Strategy for 5G and Future Wireless Innovation》，
指出美国需要一项全面的国家战略来推动5G无线的发展，发挥美国自
己的优势，应对华为在5G领域的领先地位。
中国供应商（尤其是华为）在 5G 领域的快速崛起给美国带来了
巨大的风险，禁止在美国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的做法也只是解决了短
期的安全问题，除非美国快速且广泛的部署 5G 的发展战略，否则将
无法在利用 5G 网络的应用中获得竞争优势。此外，还要在未来几年
继续支持无线研究领域的创新（例如 6G）发展，避免落后于地缘政
治的竞争对手。
白宫日前发布的《确保 5G 安全的国家战略》只是一个初始的框
架，还需要一份更具前瞻性和创造性的详细计划，并纳入一系列政策
措施。短期内，简化法规快速部署 5G 网络，分配更多频谱，并帮助
寻求更多下一代无线技术的采用者。从长远看，通过为研发投资、技
术转让、基础研究创造条件，提升未来技术和市场的竞争力。
一是协调政策。5G 政策是由相互关联的安全性政策、竞争力政
策和产业政策组成的，涉及到许多不同的经济领域。目前，美国 5G
战略实施计划是由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牵头协调，以扩大和加深联邦
对相关研发和合作的投入，并帮助寻求更多下一代无线技术的采用者。
二是加强国际化合作。5G 政策的一个主要挑战之一就是要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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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供应商具有健康的全球化市场。因此，美国需要加强与盟国合作，
以确保供应商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同时支持标准制定组织的健康发展。
三是持续的研发投入。美国必须增加对长期研发的投资，才可能
领导下一波无线创新浪潮。建议措施有：NSF 为研究型大学提供无线
研究平台和各种融资计划；DOE 为电信相关领域企业的研发提供资金；
重视对早期研究成功的商业转化；国会应提高 R＆D 税收抵免；加强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四是支持 5G 需求方的发展。5G 政策不能仅仅侧重于供应方发展
（网络本身的监管、频谱可用性和基础架构优化）
，还应该充分支持
需求方的发展。因此，美国应加强支持可以利用 5G 带来性能提升的
应用发展，比如数字双胞胎、增强现实和智能工厂等。
五是促使改变设备安全的游戏规则。美国的 5G 战略必须解决在
网络设备日益集中的全球化市场中有关供应链脆弱性的担忧。美国应
该加强其优势领域（软件方面）
，通过开放 RAN 设备接口，鼓励运营
商选择更多的虚拟化系统，从而为基础架构提供更加广阔的开发机遇。
（产业所 刘如 整理）
5 月美国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难实现大规模重启
据《汽车新闻》报道，尽管汽车制造商和物流行业迫切希望恢复
汽车生产，但零部件供应商正疲于应对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的封锁限制
以及复工所需的安全措施等繁琐手续，汽车行业或难以实现大规模重
启。
汽车制造商复产计划一再推迟。福特对何时重启工厂和供应链仍
未明确表态。通用汽车也表示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汽车座椅和电子产
品供应商 Lear 公司首席执行官雷·斯科特表示：
“即使我们自认为可
以创造最安全的环境，然而一旦出现未能遵守协议或需要进行调整的
情况，没有人能确保这会百分百的安全。”Lear 公司必须根据不同的
设施制定不同的措施，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考虑工厂的布局。这意
味着该公司需要大量的防护装备，并实施不同的政策和做法。全美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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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工人联合会主席罗里·甘布勒发表声明表示，工会反对 5 月初重启
美国汽车装配厂，目前还没有进行足够的检测来真正了解工人所面临
的风险。另外，美国本土供应商可能正面临停产的困境，而一旦按下
重启键，物流也将成为一项急需解决的难题。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
是供应商还面临美国各州的封锁限制措施，如果这些零部件供应商的
材料提供商所在地发布不同的指导方针，不允许这些工厂开工，那么
零部件供应商还是无法顺畅运转。
美国各自为政的防空措施或进一步增加供应链难度。根据密歇根
州目前的规定，大部分面向公众的企业被关闭，并禁止公众集会和度
假。虽然该州的规定对与运输相关的工作做出例外安排，但并没有明
确支持汽车制造业。4 月 24 日密歇根州将“居家令”延长至 5 月 15
日，并没有改变汽车行业的规定。阿拉巴马州已把汽车生产和供应商
制造设施列为“必不可少的业务和运营”，但是俄亥俄州等其他州尚
未将汽车制造业指定为允许经营的基本业务。专家指出这可能会在整
个供应链中造成一个重启瓶颈。
（产业所 苏楠 整理）
高通第二财季净利同比降 29%，称 5G 需求不受疫情冲击
高通是全球 5G 手机芯片的领导者，也拥有许多相关专利。4 月
29 日高通在美股盘后公布了 2020 年第二季财报。财报显示，高通上
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7%，至 52.06 亿美元；净利润 4.68 亿美元，同比
下降 29%。高通第二财季营收和净利均超出华尔街分析师预期。
高通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导致第二财季智能手机需求较原
先预期缩减了约 21%。高通专利许可部门营收在第二财季同比减少 4%，
至 10.72 亿美元，该部门营收包括 2019 年 4 月与苹果公司及其制造
商和解后，从苹果取得的权利金。包括高通骁龙移动处理器销售的高
通 QCT 部门，第二财季营收同比增长 10%，至 41.00 亿美元，高通称
5G 产品需求抵销部分疫情冲击。同时，高通手机芯片平均售价为 31.8
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 23 美元，显示高端芯片需求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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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第三财季，高通预期营收将位于 44 亿美元-52 亿美元区间，
中位数为 48 亿美元，华尔街分析师平均预期高通第 3 财季营收 48.9
亿美元。高通表示，疫情引发的不确定性，本季财报预测是基于在手
机出货量将较原先预期减少大约 30%，进而导致当季每股盈余至少缩
减 0.30 美元的假设基础上进行的。
财报显示，疫情导致第一季度整体手机需求减少约 21%，中国下
滑幅度最大。高通还警告，第二季度手机出货量可能下滑，因为中国
以外经济体也垄罩在疫情中。市场关注高通对中国市场的预测，以评
估欧洲和北美手机市场在疫情后的复苏节奏，对此高通称，中国市场
几乎已经恢复到以往水平。
对于 5G 需求高通仍表示乐观，预计今年将出货 1.75 亿-2.25 亿
部 5G 手机，与此前预测保持不变。高通指出，目前看来主要地区的
5G 网络铺设与设备发布不会因为新冠疫情而出现重大延迟。由于第
二财季财报营收和净利均超出华尔街分析师预期，高通 4 月 29 日股
价上涨 4.89%，报收 78.97 美元。
（产业所 徐海龙 整理）
欧委会预计：今年欧盟经济将出现萎缩 7.5%的历史性衰退
近日，欧盟委员会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欧洲经济
将出现“历史性衰退”，欧盟经济将萎缩 7.5%，欧元区经济将萎缩
7.75%。
“大萧条”后最大经济冲击
欧盟委员会在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中表示，拥有 27 个成员国的欧
盟今年经济预计萎缩 7.5%。而由 19 国组成的欧元区今年经济将破纪
录地萎缩 7.75%。负责经济事务的欧委会委员保罗·真蒂洛尼表示，
欧洲正经历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之后前所未有的经济冲击。(各
国经济)衰退的程度和恢复的力度将是不均衡的，这取决于解除封锁
的速度、旅游等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各个国家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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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经济指标均显著恶化
由于经济今年陷于萎缩，欧委会预期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将接
近停滞。欧元区今年 CPI 预估涨幅将放缓至 0.2%，去年为 1.2%。欧
委会还预估欧元区今年投资将减少 13.3%。用于疫情救济的开支，预
计将把欧元区的预算赤字总规模从去年 GDP 的 0.6%提高至今年的 8.5%
左右。欧元区债务规模预计今年将升至相当于 GDP 的 102.7%，去年
则为 86%。疫情不但重创消费者支出、工业生产、投资、贸易往来、
资本流动和供应链，也严重打击就业市场。欧盟今年失业率预估从
2019 年的 6.7%攀升至 9%，明年降至 8%左右。截至目前，受疫情带来
负面经济影响最为严重的欧盟成员国是希腊，预计今年其经济将萎缩
9.75%。西班牙也预计今年经济将萎缩 9.2%。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预
计今年 GDP 下滑超过 6%，将创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纪录。而受
影响相对最小的波兰，预计今年经济也将萎缩 4.25%。
预测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由于疫情前景仍不明朗，此次经济预测与以往相比面临更大不确
定性。假如疫情持续时间超出预期，经济衰退实际情况将更糟糕。
“一
场比目前设想的更严重、更持久的全球大流行，可能导致 GDP 下降的
幅度远远超过预期。
”根据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的统计，欧洲感染
病例迄今超过 110 万人，死亡人数超过 13.7 万人。疫情数据不明，
检测率偏低，加上医疗系统捉襟见肘，意味着疫情实际上更为严重。
（产业所 王罗汉 整理）
NASA 呼吸机获得 FDA 紧急使用授权
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开发的呼吸机日前获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FDA）紧急使用授权，可用于治疗新冠肺炎患者。FDA
局长斯蒂芬·哈恩说，
“在适当情况下，FDA 将继续增加紧急使用授权，
在这次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帮助增加呼吸机储备”
。
新型高压呼吸机 VITAL 制造速度更快、维护更简单、零部件更少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工程师用时 37 天开发了一种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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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 （Ventilator Intervention Technology Accessible Locally）
的新型高压呼吸机，可缓解传统呼吸机供应不足的问题。4 月 21 日，
VITAL原型机在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通过了关键测试。和传统呼吸
机一样，VITAL也要求患者服用镇静剂，并在呼吸道中插入氧气管进
行呼吸。
与传统呼吸机不同的是，VITAL 的制造速度更快，维护更简单，
而且组成部件更少，其中许多部件是潜在制造商可以从现有供应链中
采购到的。NAS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VITAL 的灵活设计意味着它可以
改良用于世界各地的野战医院中。它的设计使用寿命只有 3-4 个月，
不会取代目前医院里可使用数年的呼吸机。
找到制造商生产新设备是当下紧要之事
NASA 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觉得这台呼吸机是 NASA 将纳税人在太
空探索上的投资转化成改善地球生命的先进技术的案例之一，而 FDA
的批准体现了政府在危机时期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我们专攻航天
器研发而不是医疗设备制造。”但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 Michael
Watkins 说，卓越的工程、严密的测试、快速的原型机制造也是他们
的专长。
为 NASA 管理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让和企业合
作办公室，正在接触商业医疗行业。加州理工学院首席创新和企业合
作官 Fred Farina 说：“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设计，我们正努力把接力
棒传递给医学界，最终传递给患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新冠肺炎
大流行期间，我们在免费版税的基础上提供呼吸机的设计许可。”
（产业所 冉美丽 整理）
西门子能源在中国大陆的首台 H 级燃机点火成功
近日，西门子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能源”
）为华电
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控股）投资建设的广州增城燃
气冷热电三联供项目提供的 1 号 SGT5-8000H 重型燃气轮机，首次点
火成功，标志着此前数月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圆满完成，向机组投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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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投产后，该项目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和广
州市重要的能源支撑点，支持广州市加快建设新型智慧城市。
“中国作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之一，致力于通过构建
绿色、低碳、清洁的现代化能源体系，实现可持续的能源未来。
”西
门子能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姚振国表示，
“此次我们为中国目前最
大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项目提供的 H 级燃机成功点火，不仅再次印
证了西门子助力中国能源转型的不变承诺，也是在当前这一非常时期，
我们与客户并肩协作，稳步推进项目进展的又一成功范例。”据悉，
西门子为中国华电旗下的华电福新广州能源有限公司提供两套发电
机组，包括两台 SGT5-8000H 重型燃气轮机、两台蒸汽轮机和四台发
电机。这一项目是中国首个双套 H 级燃机项目，其中，二号机组也已
进入安装阶段。
华电福新广州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欣表示：“增城冷热电三联
供项目是广东省‘十三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任务重，工期紧。在充
分考虑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我们与西门子一道全力奋战，不断推进项
目建设，最终实现成功点火。这一重要节点的成功显示出西门子在重
型燃机发电领域的丰富投运经验，也为未来我们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实
现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
西门子 H 级燃气轮机广泛应用于热电联产电厂中，是将燃料转化
成可用能源最高效的方式之一。截至目前，西门子 H 级燃机已上市近
10 年，点火运行时间超过 150 万小时，在全球售出近 100 台，是目
前投入商业化运营的净效率最高、可靠性最优、动力最强劲的燃气轮
机之一。
（产业所 张志昌 整理）
全国至少 68 个城市投数十亿消费券助力五一假期
为了刺激经济和提振消费，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各地向消费市
场适时发放了大量消费券。不完全统计显示，
仅 4 月 30 日-5 月 4 日，
全国至少有 68 个城市宣布或启动新一轮消费券发放。叠加此前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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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发放和仍在使用期限中的消费券，这个五一假期全国可用的消费
券金额将达数十亿。
地域分布方面，五一假期全国至少有 24 个省份发放消费券，其
中广东及山东均至少有 8 个城市发放消费券。上海是全国消费券发放
金额最多的城市。在宣布启动“五五购物节”后，包括阿里巴巴、苏
宁易购、拼多多和百联集团在内的多家企业先后宣布将在上海发放数
以亿计的消费券。据上海商务委数据，截至 5 月 4 日，各大企业承诺
发放消费券额度累计已超过 200 亿元。
行业分布方面，在统计的 79 项消费券政策中，涉及餐饮和百货
零售行业的最多，分别有 61 项和 52 项。涉及住宿、旅游、家电、汽
车和文娱行业的消费券政策也均超过 10 项。
受益行业方面，北京大学和蚂蚁金服对杭州消费券的研究显示，
面额较小的消费券对“必需型”消费拉动效应显著，如杭州市 3 月
27 日发放的小额消费券拉动效果最高的是食品和餐饮服务行业。4 月
3 日消费券投放面额增大后，美妆服饰等“享受型消费”行业受拉动
较大。
北大和蚂蚁金服的研究数据还显示，消费券刺激消费效果明显，
政府 1 元钱的消费补贴能够带来平均 3.5 元以上的新增消费。新增消
费主要流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服务等小微商户，受到拉动效应最
大的是消费水平较低的群体。
（产业所 朱焕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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