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2 2017年1月13日
编辑：吴丽琳 电话：010-88558896 E-mail：wull@cena.com.cn

省市传真

为实现2017年工作目标，重庆

市经信系统将认真谋划，统筹兼顾，

狠抓落实。重点抓好以下八项工作。

第一，着力抓好工业稳增长。

把稳增长作为今年工作的首要任

务，突出重点，综合施策，确保全年

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一是抓重点行

业。汽车行业力争产值增长 10%。

电子行业重点扩大产品数量，全行

业产值增长 14%。二是抓重点企

业。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思路，

一方面抓好 100 户重点企业和 100

户成长型企业的服务和调度；另一

方面深入开展“千企止滑促增”专项

行动。三是抓重点项目。健全重大

项目按月调度机制，助推项目早投

产、早达产，加快产能释放。四是抓

产品出口。五是抓运行调度。

第二，强力推进创新发展。深

入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

见》，细化研发活动、研发机构、新产

品开发等工作举措，确保创新取得

实效。启动实施企业研发投入倍增

计划。力争全年培育建立研发准备

金制度企业500家以上，规模工业企

业R&D支出超过280亿元。启动实

施企业研发机构倍增计划。全年新

培育市级企业技术中心50家以上、

市级工业和信息化重点实验室5家

以上。启动实施新产品开发倍增计

划。围绕重点领域组织实施重大新

产品示范项目，在研、上市新产品

1000项以上。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

建设。推动建设2～3家市级制造业

创新中心，开展关键共性重大技术

研究和产业化应用示范。强化质量

品牌建设。引导企业强化质量体系

建设，实现产业链质量同步提升。

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增加有

效供给的重要途径，发挥战略性新

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引领作用，实

施一批重大项目，壮大产业规模。

集成电路产业要以完善产业链为重

点，策划引进一批 IC 设计、制造和

封装项目，加快AOS芯片等项目建

设。新型显示产业要推进产业上下

游同步发展。物联网产业要抓好传

感器、智能可穿戴项目引进培育，加

速构建硬件制造、软件和系统集成、

运营服务一体化发展生态体系。机

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要争取利勃海

尔机床等项目尽快落地，补齐减速

器、伺服电机、数控系统等短板。

第四，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坚持以技术改造、工业强基、

绿色发展等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

高新化、高质化、高端化发展，不断

提高产业发展质效。着力推动技术

改造，出台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专项政

策举措。实施工业强基工程，逐步形

成技术起点高、与工业发展相协调的

工业基础体系。着力推动绿色制

造，推广一批清洁生产先进工艺、先

进技术、先进装备，实施一批节能、

降耗、减污、增效的清洁生产技术改

造项目。大力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进一步完善军民融合机制，构建“平

台+项目”产业发展体系。深入推进

去产能。严格落实产能严重过剩行

业产能置换方案，严禁新增产能。

第五，深入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

融合发展。聚焦制造业与互联网融

合关键环节，推动工业企业内部智能

化、外部网联化，催生一批新产业、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一是建立健

全制造业创业创新服务体系。打造

3～5 个公共服务平台，推进 20～30

个典型试点示范项目。二是构建制

造业发展新型基础。重点推进“重庆

工业云”服务平台建设，制定实施重

庆工业大数据发展路线图。三是加

强企业智能化改造。实施智能制造

专项行动，每个行业实施3～5个典型

试点示范项目。四是构建服务型制

造新模式。重点聚焦网络化协同制

造、个性化定制服务等发展方向，以

8～10个典型应用示范项目为载体，

提高专业服务在产品价值中的比

重。五是强化工业信息安全管理。

第六，扎实推进互联网经济高

地建设。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的重大机遇，加速其在各行业各领

域广泛应用，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加快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产业，

大力发展分享经济，进一步完善信

息基础设施，深入推进大数据应用。

第七，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

度。按照产业集群、资源集约、功能

集成的思路，引进一批战略意义大、

产业带动性强的项目，力争全年引

进重点工业项目1000个，到位资金

800亿元以上。要明确招商引资工

作重点，强化项目储备，组建招商团

队，加快中外合作产业园建设。

第八，努力营造工业和信息化发

展良好环境。坚持问题导向、清单管

理、结果倒逼，高效务实服务企业，不

断优化发展环境。持续降低企业成

本，加速通道建设，加快推进法治建

设，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攻坚克难 工业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2016年，重庆市工业增速位居全国前列，预
计全市工业总产值2.6万亿元。

本报记者 吴丽琳

重庆：综合施策稳增长

2017年地方重点工作解读

2016年，重庆市经信系统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五大
功能区域发展战略，务实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以增量调结构，以
创新促升级，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实现“十三五”
良好开局。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任郭坚在1月9日召开的2017
年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上表示， 2017年主要工作目标
是：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10%，规
模工业利润增长12%，工业投资增
长10%，规模工业企业R&D支出
增长20%，软件及信息服务业收入
增长15%，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
长30%，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水
耗分别下降4%、5%。

记者从重庆市经信委获悉，

2016 年，重庆市工业增速位居全

国前列，预计全市工业总产值 2.6

万亿元。其中：规模工业产值 2.4

万亿元，增长 10.1%；规模工业增

加值增长 10.3%，高于全国 4 个百

分 点 以 上 。 全 市 完 成 工 业 投 资

5600 亿元，增长 12%，高于全国 8

个百分点以上。实现规模工业利润

1600 亿元，增长 12%，高于全国 4

个 百 分 点 。 主 营 业 务 利 润 率

6.4%，高于全国 0.5 个百分点。十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 1124

亿元，占全市工业投资20%；产值

2700亿元，增长50%。此外，重庆

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能力不

断增强，去产能降成本成效显著，

互联网经济高地快速崛起，对外开

放稳步推进，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在全球笔电、平板等 3C 产品

及全国汽车、智能手机消费趋于饱

和的大背景下，汽车、电子产业对

重庆市工业增长的“高贡献”难以

为继，同时还存在着部分企业负债

率偏高、新兴产业体量较小、外部

需求疲软、招商引资难度加大、创

新短板突出等问题。面对困难和挑

战，郭坚表示，2017 年重庆市工

业和信息化发展既有挑战也有机

遇，但机遇大于挑战。随着国家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深入实施，中新 （重庆） 战略性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高水平推进，自

贸区成功获批，市内外环境利好。

重庆市工业发展基本面好于全国，

增长速度、经济效益、投资增速等

主要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稳增

长调结构促转型基础较好。

记者了解到，2017 年重庆工

业和信息化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

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

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中

国制造 2025》 和制造业与互联网

融合发展为指引，深入实施五大

功能区域发展战略，深化创新驱

动，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着力提

升 传 统 产 业 ， 不 断 优 化 发 展 环

境，努力实现工业和信息化平稳

健康发展，为全市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真抓实干 重点抓好八项工作 2017年，重庆将重点抓好八项工作，把稳增
长作为今年工作的首要任务。

本报讯 2016 年，浙江省多

措并举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内在动

力，科技创新成为浙江产业升级的

重要驱动力。

数据显示，2016 年 1 到 11 月，

浙江省专利申请量近36万件。其

中，来自企业的申请量达到六成以

上。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2595

家、累计近1万家。

受此驱动，2016 年 1 到 11 月，

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

增 长 11.5% ；新 产 品 产 值 率 为

33.5%，同比提高 2.3 个百分点，对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增长贡献

率达94.2%。

2016 年，浙江省开展“万企升

级、千企攀高、百企创强”行动，在

新一代网络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

领域，组织实施企业主导的省重点

研发计划213项。围绕新材料、大

数据、3D打印等领域，新建重点企

业研究院 43 家，目前累计下拨扶

持资金15.1亿元，撬动企业科技投

入90多亿元。浙江省设立的20亿

元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首期已

投入3亿元。

据悉，2016 年 1 到 11 月，浙江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4759.5

亿元，增长 9.7%，对规模以上工业

增长的贡献率达57.4%。

2016年1~11月浙江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增长9.7%

本报讯 天津市政府日前正式

发布市工信委拟定的《天津市加快

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实施

方案》，以进一步促进天津市制造

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促进制造业

转型发展，做大做强天津制造。

该 实 施 方 案 指 出 ， 到 2018

年，天津市制造业重点行业骨干

企 业 “ 双 创 ” 平 台 普 及 率 达 到

80%以上，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中得到深入

应用，与 2015 年年底相比，全市

工业云企业用户翻一番；全市规

模以上制造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

工具普及率达到 65%，关键工序

数控率达到 50%，与 2015 年年底

相比，制造业重点行业骨干企业

新产品研发周期缩短 15%，库存

周转率提高 25%，能源利用率提

高 10%；网络化协同制造、个性

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制造新模

式将逐步得到推广，制造业与互

联网跨界融合、基于互联网的平

台化服务等新业态加快发展，培

育形成一批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

创 新 试 点 示 范 项 目 和 企 业 。 到

2025 年，全市制造业与互联网融

合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制造业与

互联网融合“双创”体系和新型

制造体系基本形成，融合发展新

模式广泛普及，天津市制造业综

合竞争实力显著增强。

为实现这个目标，市工信委将

联合市发改委、科委、国资委、商

务委、中小企业局等单位在全市积

极构建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各类

互联网平台，打造一批制造业互联

网“双创”平台、工业云和工业大

数据平台、信息化支撑的公共服务

平台、工业互联网及智能服务平

台、电子商务平台等，推动产品、

技术、工艺创新和管理、制造、经

营等方式转变，提升制造业创新能

力和转型动力；将汇聚整合制造业

企业、互联网企业以及制造业与互

联网资源等“双创”力量和要素，

带动技术产品、组织管理、经营机

制、销售理念和模式创新，推动制

造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在发展理念、

产业体系、生产方式、业务模式等

方面全面融合，构建开放式生产组

织体系，营造产业新生态；将以推

广设计数字化、装备智能化、生产

自动化、制造网络化、管理信息化

和电子商务等为重点，推进制造业

与互联网跨界融合，打造一批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智能制造、互

联网与工业融合等试点示范项目和

企业，带动全市制造业智能化水平

整体提升。 （文 编）

天津制造业“云时代”步伐加速

本报讯 黑龙江省通信管理

局在总结三网融合试点城市的经

验基础上，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

定成效。目前哈尔滨、牡丹江、

黑河、大兴安岭、七台河等 5 个

地市已实现三网融合，预计 2017

年年底将实现全省三网融合，广

电、电信业务双向进入。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三网融合推广方案的通

知》 和国务院三网融合工作协调

小组办公室 《关于在全国范围全

面推进三网融合工作深入开展的

通知》 的文件精神，黑龙江省政

府始终高度重视三网融合工作，

于2010年成立了三网融合工作小

组，由常务副省长担任协调小组

组长，省通信管理局、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一把手担任副组长负责

协调组织体系。省政府将该项工

作纳入2016年重点工作之中，明

确要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双向

进入。

黑龙江管局在立足现有的广

电、电信网络资源的基础上，为

进一步加强省信息网络基础设施

资源共享，在黑龙江省全面推进

三网融合工作，于 2016 年 7 月编

制了 《黑龙江省三网融合推广工

作方案》。省管局在 2016 年多次

协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和各电信

运营企业召开协调会议，推动三

网融合在黑龙江省各市 （地） 全

面开放。

在省通信管理局的多次协调

努力下，在省政府第90次专题会

议上确定了于2017年年底实现全

省广电、电信业务双向进入的目

标。这个目标较原定计划提前了

一年，标志着将极大加快黑龙江

省“三网融合”的速度，为实现

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资源

共享，为促进消费升级、产业转

型和民生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

黑龙江2017年

将全面进入“三网融合”时代

本报讯 近年来，青岛市抢抓

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机遇，加

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布局，

实施“千万平米”软件产业园工程，

不断改善营商环境，通过政府定向

招商、园区主体招商和企业以商招

商，加大对互联网企业和软件与信

息服务企业招商力度，一些国内外

知名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相继签

约落户青岛，实现了产业招商的新

突破。

2016 年，亚马逊 AWS 联合创

新中心、浪潮云计算大数据研发中

心、华为企业云青岛基地、百度（青

岛）创新中心、中兴（青岛）软件基

地、金山云小镇等项目先后签约落

户青岛。同时，三大运营商在青岛

加快布局，除中国联通投资 30 亿

元的山东联通大数据中心项目、

中国移动投资 36 亿元的高新区

中国移动青岛云计算及互联网研

发基地项目、中国电信投资 40 亿

元的黄岛区中国电信信息服务

（青岛）基地项目加快推进外，中

国移动5G联创中心青岛实验室于

2016 年在青岛创立，未来 5 年，中

国移动将投入100亿元，加快推进

中国移动青岛云数据中心建设，加

大青岛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实现4G络市区深度覆盖、行政

村100%覆盖和高品质有线宽带络

家庭全覆盖，大力推广 4G+高清

语音。

新落户的企业都是国内外知

名的信息服务类企业，涉足新产

业、新业态，起点高、科技水平高，

有互联网企业的共同特点。其中，

青岛-亚马逊 AWS联合创新中心

将形成信息、技术、人才、资本聚

集，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互

联网企业成长生态平台。浪潮集

团建立浪潮（青岛）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重点发展云服务、云计算、大

数据研发、大数据创客、智慧政府、

软件实训等业务。华为落户青岛

高新区软件园区，将共建华为企业

云青岛基地，共同打造青岛云计算

数据中心及青岛联合创新中心。

青岛引进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项目

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 近日，科技部发布

公告，河南省洛阳大学科技园发

展有限公司、洛阳京航星空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柘城县创业服务

中心、民权县产业集聚区创业服

务中心、河南港田电子信息产业

服务有限公司、许昌市高新技术

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等 6 家单

位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获批数量为河南省历年

最多。

目前，全省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总数达到30家，数量居中

西部省份前列；省级以上科技企

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众创空

间等各类创业创新孵化载体达到

221 家，实现了全省 18 家省辖市

的全覆盖，较为完善的创业创新

孵化体系基本形成。

科技企业孵化器作为河南省

“双创”工作的重要平台，创业创新

孵化体系的核心载体，对于河南省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

意义。

下一步，河南省将进一步加大

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支持力度，为

在孵企业和创客团队提供研发、试

制、经营的场地和共享设施，搭建

公共技术和科技金融对接服务平

台，营造创业创新环境氛围，切实

提升创业创新孵化服务能力和水

平，为加快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河南新增6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总数达到3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