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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才用才育才机制，确保大唐

电信集团在 TD-SCDMA/TD-LTE 及

其后续演进技术的领先优势。

“如果把 4G 开始商用比作十年
前的高速公路网，十年前公路上行驶

的车辆不多，而现在已是车流滚滚。

同样，中国 4G用户今后一定会不断
增加。”面对《中国企业报》记者关于

4G 商用推广的疑问，大唐电信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真才基的回答显得信

心十足。

真才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3G 时代大唐电信集团代表中国向国
际电信联盟（ITU）提交的 TD-SCDMA
技术提案成为国际三大主流 3G 标准
之一，实现了百年现代通讯史上中国

标准“零”的突破，并在国内市场成功

实现产业化；而伴随着今年 12 月 4
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4G TD-LTE
牌照的发放，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

4G时代。据 GSA(全球移动设备供应
商协会 )12 月 5 日发布的报告统计，
全球共有 47个国家投入 TD-LTE 建
设 78个网络 ,其中，20个国家已商用
25个网络；35个国家预商用、试验 53
个网络。大唐电信集团积极响应国家

TD-LTE 产业化、市场化战略，全方位
部署基于 4G 技术的芯片、接入、终端
设备及软件的创新性研发。目前，大

唐电信集团已率先推出商用化产品

与解决方案，包括芯片（如智能终端

芯片，LTE 数据终端芯片等）、接入设
备（如 LTE无线网关等）、终端设备
（如 Uniscope 系列智能手机、LTE 测
试终端及 MiFi900数据终端等）和软
件应用的整体解决方案，迎接 4G 时
代的到来。毫无疑问，手握核心技术

的大唐电信集团已经走在了央企技

术创新发展的最前列。

本报记者鲁扬

———专访大唐电信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真才基

大唐电信集团
引领全产业链整体创新

4G迈向商用 5G鸣枪起跑

真才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早在中国 3G TD-SCDMA 启动之初，
大唐电信集团就同步提出了基于

TD-LTE 技术的 4G 构想，而 2013年
12月 9日，大唐电信集团旗下无线移
动创新中心正式发布了 5G白皮书。

回顾过去，真才基介绍说，2006
年至 2008 年，TD -SCDMA 基本能够
满足商用需要，但当时我国集成电路

企业已有的工艺技术水平无法承接

TD-SCDMA芯片制造业务。为彻底解
决 TD-SCDMA 及后续技术演进所需
的集成电路工艺配套能力缺失问题，

2008年大唐电信集团成立联芯科技，
聚焦高端芯片设计。同年，战略入资

我国大陆地区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

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中芯国际，

掌握高端制造工艺。2012年，为了填
补我国在仪器仪表高端环节的空白，

成立大唐联仪，专注于通信领域仪器

仪表高端环节的研发、测试、销售和

服务。至此，大唐电信集团逐步形成

了围绕 TD技术的系统设备、芯片、终

端和测试仪表的全产业链布局，打造

了一条自主、完整的 TD-SCDMA 产业
链。

“如果说 3G 开启了互联网与通
信的时代，那么，4G则实现了通信和
互联网的融合，真正的移动互联网时

代到来了。”真才基用一组数据告诉

记者 4G 的快速推进是不可逆的。从
1994年开始，中国计算机开始迈进国
际互联网络，当时的网络国际出口带

宽仅为 64K。1997 年的一次调查显
示，我国网络国际出口带宽也才达到

25M，而 4G时代一个人所持终端信息
传输带宽就能够超过 100M，数据传
输由过去的上传带宽、下传带窄，将

变成上下带宽大幅增加，数据飞速传

输时代，4G 时代的速度都要比 3G 时
代快 30—40倍。

真才基认为，TD-LTE 的规模商
用不但可带动从系统设备、终端芯

片、测试仪表、终端到运营服务、物联

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的新一代信

息技术庞大的产业经济链条，而且将

进一步扩大信息产品和内容消费，促

进消费结构升级。4G网络前期建设拉
动的投资规模约 5000 亿元，网络正
式商用会带动终端制造和软件等上

下游行业，产业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

大关。基于 4G网络的教育培训、医疗
卫生、电子政务、社会保障等将得到

更加广泛应用, 特别有利于解决偏远
地区宽带接入等问题，将有效提升社

会公共服务和管理。4G TD-LTE的产
业化对于新形势下保障国家信息安

全也具有重要意义。

真才基说道，“TD-LTE 对保障国
家信息安全的意义重大。”“棱镜门”

事件的不断发酵，警示我们建设自主

创新的国家安全网络迫在眉睫。大到

国家军事政治等机密安全，小到商业

企业秘密、个人信息泄露，身处大数

据时代，信息安全保障至关重要。TD-
LTE 技术是由我国自行研发的自主
可控、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

技术。在全产业链上尤其是关键环节

上自主、安全，能为国家信息安全提

供保障。

如果说推动自主创新的 TD -
SCDMA 产业化是民族通信业摸着石
头过河，那么在今天看来，3G的产业
化进程摸到了哪些石头？真才基总结

认为，布局产业核心技术标准、集成

电路设计与制造、仪器仪表等产业高

端和关键环节，牢牢掌握产业竞争优

势；剥离低端制造业务、设备加工制

造几乎全部外包（高质、高效、低成

本）；内部转型，建立企业市场化模式

（两级市场平台）；全力以赴，推进 TD
国际化迈出步伐；在全球视野下，构

建自主、可控、健康、可持续的产业生

态系统。

真才基最后说，大唐人从来都没

有放松对中国梦的追逐：那就是用科

技自信托起中华民族的电信强国梦！

大唐人勇于创新、脚踏实地、淡泊名

利、奋发图强，怀抱科技报国的使命

感，担负起了行业引领者的责任，书

写了中国电信史上的传奇，实现了

“中国创造”的瑰丽梦想。

真才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目前，TD 系统设备国产化率 90%，芯
片国产化率 70%，手机终端本土品牌
占有率 70%，国内以“中华宇联”为代
表的手机厂商实现了全体突破，仪器

仪表国产化率为 65%，特别是一致性
测试仪表更是达到了 100%。

真才基表示，大唐电信集团将积

极帮助中国的三家运营商完成 TD-
LTE 的网络建设，并积极布局海外市
场，适应国际多制式的运营。同时，更

要做好 4G 发展的模式创新工作。当
前，创新正从单点创新走向全产业链

整体创新，从单企业创新转向开放式

协同创新。4G 时代，网络和终端都变

得异常复杂，创新机会的更加普遍，

创新边界更加不确定，创新主体的交

互更加紧密，创新要素的流动更加频

繁，创新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明显增

加。要在 4G时代取得大突破，必须走
跨领域跨行业的协同创新道路。创新

主体必须打破壁垒，深度合作，有效

集聚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资源，协

力解决发展中的重大技术和产业问

题。

树立起创新自信和产业自信至

关重要。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真才基说，

如果没有 TD-SCDMA 就没有今天的
TD-LTE，从 3G 的产业化到 4G 标准

的诞生，都是努力和自信的结果。同

样，4G 时代，也要拥有必胜的信心才
可能把握第三次产业革命与第五次

科技革命交汇的“弯道超车点”，推动

TD-LTE 产业化和规模商用，实现对
其他制式标准的超越，最终引领全球

通信产业发展。

放眼全球，通信芯片已成为全球

IC 产业增长的新驱动力。以大唐电
信集团为代表的国内集成电路领军

企业，其自主研发的 28纳米芯片将
在 2014 年实现规模量产，全面支撑
4G TD-LTE 大规模商用和移动互联
网快速发展。真才基说，此举将极大

带动我国集成电路先进工艺实现规

模突破，实现产业良性互动和匹配，

推动无线移动通信与集成电路转型

升级。

业内预计，4G 移动通信应用的
黄金期至少可延续至 2020 年，而支
撑 4G 商用的 28 纳米工艺芯片生命
周期将达到 8—10 年，两个产业生命
周期将长时间“交叠”。真才基分析

说，我国已实现移动通信标准持续引

领，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能力正处在

与全球领先水平差距“最短”的关键

期。以“4G+28纳米”工程为抓手，深
化移动通信与集成电路产业协同，才

能实现我国移动通信全面引领和集

成电路产业跨越式发展。

2012 年，由中国政府主导、大唐
电信集团提出并掌握核心基础专利

的 TD-LTE-A（Advanced）被国际电信
联盟确认为两大 4G 国际标准之一。
随着 4G 正式发牌，中国移动通信产
业进入了一个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新

阶段。

真才基说，欧美标准在中国通信

市场的 1G、2G 时代处于绝对统治地
位。当 2009年中国发放 3G 牌照时，
欧洲的 WCDMA 3G 标准已经商用多
年。为了实现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 3G 标准，打破移动通信产业的欧
美垄断格局，摆脱对国外标准的依

赖，从 2004 年开始，大唐电信集团着
手自主研发，2006 年，第一套 TD -
SCDMA 样机由大唐电信集团生产出

来，创立了 3G TD-SCDMA 标准，为
TD-LTE-A 最终成为 4G 国际标准及
未来 4G 的产业化和规模商用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伴随着民族通信产业从落后到

并驾齐驱，再到领跑，大唐电信集团

深知创新发展是一场不能停歇的马

拉松赛跑。

真才基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定指出，要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这是一种进步。国外企业用知识产权

抵押贷款很普遍，创新的中国也应该

大力借鉴。

截至 2013年 7月，大唐电信集团
共向 3GPP 提交文稿近 8000 篇，在
TDD 制式领域的全球标准提案数世
界第一。截至 2013年 10月，大唐电信

集团累计专利申请超过 16000件，获
得专利授权超过 6300件。其中，发明
专利占比达到 90%，并在美、欧、日、
韩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专利

布局，大唐电信集团正在逐步掌握世

界电信领域的话语权。

真才基分析说，TD-SCDMA 的快
速发展说明，从掌握无线通信核心技

术标准到推动其产业化及规模商用，

从而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的道路是

可行的。

通过 3G的研究和推广，大唐电信
集团获取的不仅仅是技术和市场，更

重要的是拥有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心

态。真才基说，由于大唐电信集团在

3G上的专利比例非常高，众多国际厂
商并未加入到 TD-SCDMA 产业链中

来。到了 4G时代，大唐电信集团进一
步采取融合发展的策略，通过吸收国

际巨头的方案，融入到 TD-LTE 产业
中，让来自全球的同行分享创新成果，

合力推动电信产业在全球升级换代。

真才基介绍，从目前的统计来看，

已经有 20%的国际运营企业选择了
TDD 作为发展 4G 的制式，中国的三
家运营商又新增了全球 17%的份额，
也就是说全球有超过 1/3的运营商选
择了 TDD，而全球有 50%的国家还没
有在 4G 的两个制式中进行选择。所
以，中国的 4G 牌照发放将有力推动
TDD的全球化进程。预计明年装机量
（基站的信道装机容量）40%是 TDD，
60%是 FDD，TDD 正在向成为世界主
流商用国际标准的目标迈进。

以开放的心态推动产业布局

以核心技术缔造多企共赢

以高端布局打造完整产业链

在科技人员的攻坚克难下，大唐电

信集团践行创新驱动战略，开启了“中

国创造”走出去的新时代。

在 2013北京通信展上，大唐电信

集团 TD-LTE技术受到参观者关注。

大唐电信集团科研人员

为攻关技术难题默默奉献。

真才基调研大唐电信集团

微电子芯片加工生产线。

构建高效协同的研发体系，大唐

电信集团持续创新，打造核心技术链。

3G时代我们是追赶者；4G时代我们已经是同行者；

5G时代我们将力争成为世界电信技术的领跑者。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真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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