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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侯沁

工业强基：解决“卡脖子”问题初见成效
（上接第1版）

高铁领域，强基项目高速列车

车体底架用 7000 系高性能铝合金

结构材料突破了产品生产过程中易

裂、力学性能不能满足客车要求的

难题。

大飞机领域，强基项目低残余

应力航空铝合金材料突破航空铝合

金预拉伸厚板、锻件低残余应力制

造关键技术，极大地改善了该产品

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能源领域，强基项目超超临界

火电机组高压锅炉用特种不锈钢管

项目全面掌握了超超临界火电锅炉

管等的特种管材的设计、制造关键

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高性能不锈

钢管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此外，还有新型平板显示用高

纯靶材、高阻尼/高回弹橡胶及热塑

性弹性体材料等关键基础材料的突

破，打破了国外的长期垄断，有效支

撑了我国各类大工程、大项目，大量

节约了国家资源。

突破核心基础零部件，提升工

业发展质量。五年来，工业强基工

程共安排支持核心基础零部件（元

器件）59 项，涉及 120 个项目，总投

资约169.2亿元，这些项目的成果突

破了一系列困扰我国制造业发展的

共性问题，提升了我国的工业发展

质量。涵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工

业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轨道交通、高性能医疗器

械等重点领域。其中高速动车组齿

轮传动系统成功突破了齿轮修形、

轻铝合金材料、润滑密封等瓶颈技

术，完成高铁列车齿轮传动系统的

全面自主化研制，解决了进口产品

在运行中产生的箱体破裂、轴承烧

损等质量问题，实现了为国内高铁动

车配套的齿轮传动系统的国产化替

代。汽油机缸内直喷喷油器总成打

破了国外电喷系统零部件厂家在汽

油缸内直喷喷油器的技术垄断，替代

了国内缸内直喷汽车所采用的进口

产品。掺铥光纤激光器突破了大功

率泵浦源、掺铥光纤、光纤光栅等激

光器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难题，填补

了国内高功率连续掺铥光纤激光器

空白，同时打破了国际上此类产品对

中国的出口管制和贸易壁垒。

发展先进基础工艺，助力产业

化。五年来，工业强基工程共安排支

持 11 项先进基础工艺，涉及 15 个项

目，总投资约 28 亿元。项目涵盖了

精密铸造、增材制造、轻量化、超大型

构件成形等工艺。其中智能高速动

车组制造关键技术、艾滋病疫苗生产

工艺、双轴并联混合动力技术、差别

化纤维生产工艺技术等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蛋白长效化技术、植物多元

醇及燃料乙醇改良湿法生产工艺技

术等实现世界首创，有机电致发光、

热冲压成型、T400 级碳纤维生产等

技术实现产业化，聚乳酸生产技术向

万吨级产业化方向迈进。

推进应用示范，打通市场最后一

公里。五年来，充分发挥工业全产业

链管理职能，通过组织地方工信主管

部门和行业协会，不断创新思路和方

法，着力推进“四基”产品的示范应

用。从 2014 年起，连续三年组织工

业强基工程示范应用项目，推进了

近 50 项重点应用。2016 年，发布了

新型城市轨道交通轴承、高性能轻

量化稀土有色金属合金轮毂产品、

石墨烯及其改性材料等15项重点应

用方向。在示范应用中，注重需求

侧激励，鼓励应用方与提供方紧密

合作，推动形成研发、生产、销售共

同体，探索上中下游互融共生、分工

合作、利益共享的一体化组织模式，

推进产业链协作。

完善产业技术基础

营造良好环境

组建了一批产业技术基础平

台。五年来，安排支持了工程机械高

压液压元件可靠性研究试验检测技

术、锂离子动力电池工艺装备技术等

40余项工业强基平台类项目，为“四

基”企业解决行业共性问题提供了低

成本、高效率的技术基础支撑。2015

年，制定了《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管理暂行办法》。2016年，

天津汽车检测中心等19家单位列入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技术基础公共

服务平台名单（第一批），其中试验检

测类16家，信息服务类3家。

工业基础标准化体系进一步完

善。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印发了《装备制

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提出

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

程，确定了加快“四基”领域标准制

定、加强工业基础标准研究和试验

验证、推进“四基”领域综合标准化、

实施工业基础质量提升行动等重点

任务。启动了工业和通信业“十三

五”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的编制，

提出进一步加强对基础性、公益性

标准的支持力度。同时，重大装备、

关键原材料等领域国家标准研制进

程加快，制定和实施了一批与国际

先进水平接轨的制造业质量、安全、

卫生、环保及节能标准。国家质检

总局发布了《机器人用刚性齿轮传

动装置》等工业基础领域国家标准

150项，完成《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

等国家标准的报批稿。

建立一批高准确度高稳定性计

量基（标）准。加强计量技术、方法

以及计量技术规范研究，建立一批

高准确度高稳定性计量基（标）准。

发布实施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1599

项，已批准建立国家计量基准 183

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4.4 万余项、

计量标准 10 万余项、9541 种国家标

准物质，为工业强基提供了有力的

计量技术支撑。

完善工作体系

稳妥推进强基工作

长效机制逐步形成。五年来，

工业强基工程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

初步建立。从 2013年起，即按年度

编制“工业强基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连续四年纳入“6+1”行动计

划。2014 年，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

工业强基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工业

强基的原则、目标、发展重点和主要

任务。2016 年，编制 《工业强基工

程 实 施 方 案 指 南 （2016-2020

年）》，以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

询委员会名义发布《工业“四基”发

展目录》，制定实施发布《工业强基

工程实施方案验收评价工作细则》

等。通过多年努力，基本形成了一个

较为完善的制度和规划支撑体系，为

工业强基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

战略研究逐步深入。2014 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中国工程院、

国家质检总局开展了“工业强基战

略研究”，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

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

艺、加强产业质量技术基础和共性

创新体系建设 5 个领域，对机械、

航天、航空、轨道交通、船舶、汽

车等 13 个重点行业进行了专题研

究，明确了工业“四基”发展的318

个重点方向和 39项标志性项目，提

出了“链式”解决、“一揽子”推进

等发展路径。2016 年二期战略研究

工作启动，围绕重点领域“一条

龙”推进路线图、专精特“小巨

人”企业培育、公共创新平台建

设、产业质量基础示范应用、数据

平台建设及运行机制及综合与政策

等5个专项开展研究。

良性互动局面初步形成。工业

和信息化部从 2014 年起连续三年

组织工业强基工程示范应用项目，

推进了近 50 项重点应用，涵盖了

北斗卫星导航和位置信息、智能手

机用新型片式元器件、高安全性动

力电池符合隔膜材料、工业集成控

制先进技术、海洋工程用超高强高

精度高韧性铝合金、高端通信电缆

及配套材料、节能系统液压元件、

MEMS 传感器、新型城市轨道交

通轴承、高性能轻量化稀土有色金

属合金轮毂产品、石墨烯及其改性

材料等。推动整机、系统和基础技

术互动发展，建立上中下游互融共

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一体化

组织模式，推进产业链协作。

军民融合机制逐步完善。工业

和信息化部组织 17 个国防科技工

业创新中心依托的 34 家单位系统

梳理拟开放共享的仪器设备设施信

息，在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

发布，首批开放国防重点学科实验

室仪器设备设施 463 台 （套）。制

订军地协同方案，发布首批 14 项

军用关键材料科研项目需求信息，

鼓励民口、民营企业参与。以“一

条龙”项目形式组织开展军用关键

材料攻关，累计安排120余项军工

材料科研项目。建立军民两用材料

应用推广机制，积极推进碳纤维、

石墨烯、超材料、航空铝合金、钛

合金在民用领域的扩大应用。

（作者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研究院规划所助理研究员陈笑天、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规划
所工业投资研究室副主任谢振忠）

在《中国制造 2025》中，工业强

基被列为核心任务之一。其中，关

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 （元

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

基础，这“四基”直接决定着产品

的性能和质量，是工业整体素质和

核心竞争力的根本体现，是制造强

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支撑条件。因

此，提升工业基础能力，是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工业

向中高端迈进，实现经济可持续健

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保障我国

在 2025 年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

国的战略基石。

5 年来，通过实施工业强基工

程，以技术创新突破“四基”制约，切

实解决了重点产业发展、重大整机

装备等国家战略需求急、国外限制

垄断重、前瞻发展要求高的四基“卡

脖子”问题，为制造强国建设打下了

更加坚实的基础。

在关键基础材料上，2014 年，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

工信部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方案“挖

掘机专用高压柱塞泵和多路控制

阀”项目；截至2016年11月，累计销

售约4000台套，市场占有率已经达

到20%以上；2016年12月，HP3V系

列轴向柱塞泵和 HVS 系列多路控

制阀通过鉴定委员会鉴定。鉴定委

员会给出了“产品符合工程机械高

端液压件配套生产的要求，解决了

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产品整体技

术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的

评价。

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

上，作为中国光纤网络、电力电网领

域规模最大的系统集成商与网络服

务商，全球光纤通信前三强的江苏

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亨通）长期服务于光纤光网和电力

电网及网络建设运营等领域。经过

多年攻关，亨通独立开发出15项新

技术，10 项新工艺，20 套新设备，

解决了光通信行业发展的基础材料

——超低损耗光纤的技术瓶颈问

题。据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尹纪成表示，超低损耗光纤

产业化项目总投资 2.2615 亿元，其

意义在于突破光通信行业发展基础

瓶颈：实现新一代超低损耗光纤装

备与工艺的独立自主化；打破国外

垄断，实现超低损耗光纤的关键基

础材料的国产化，替代进口；满足

400G 和 Tbit 级“三超”光通信网络

对超低损耗光纤的重大需求。

广东高云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 FPGA 取得快速进

展，完成 55nm 有国际竞争力中低

密度产品全面布局，完成 28nm 中

高密度全系列构架和模块初步设

计，进入模块优化和产品集成阶

段。目前已申请国内专利22项，国

际 上 连 续 两 年 被 EE Time 评 为

2015、2016年全球最值得关注的 60

家初创企业。

在关键基础材料上，5年来，工

业强基工程突破了一系列关键基础

材料，为高铁、核电等大国重器提供

了有力保障。

在先进基础工艺上，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以市场为导向、

推动核心基础零部件与整机协调发

展，以替代进口为目标，循序渐进补

齐核心基础零部件短板，以转型升

级为方向，持续探索先进基础工艺

和智能制造技术，以丰富试验验证

为指引，全面提升产业技术基础体

系；以协同创新为阵地，打好夯实

“四基”攻坚战。

在产业技术基础上，忠旺集团

是我国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舰船制

造、海洋工程、电气工程等领域用铝

合金材料支柱企业，2012 年 6 月开

始建设年产5万吨高速列车车体底

架用7000系结构材产业化项目，随

后还列入了“工信部强基计划”。为

期 3 年的建设项目完工后，忠旺集

团完成了熔铸和挤压生产线的技术

改造及检试验能力升级工作，形成

年产 5万吨生产能力；开发出 7N01

铝合金牵引梁和枕梁的制造技术及

产品，实现进口替代。

作为国内领先并具有重要国际

影响力的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研发

制造企业，安徽应流集团的加氢反

应用关键阀门铸件项目被列为国家

强基工程之一，该项目采用技术创

新和技术改造相结合的实施路径，

开展技术攻关，新增研发、生产和检

测设备，完善配套公用设施，形成加

氢阀门铸件批量生产能力。

5年来，工信部充分发挥工业全

产业链管理职能，通过组织地方工

信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不断创新

思路和方法，着力推进“四基”产品

的示范应用。从 2014 年起，工信部

连续 3年组织工业强基工程示范应

用项目，推进了近50项重点应用。

2014 年 8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文公布了2014年工业强基示范应

用重点方向，高温除尘先进技术示

范应用、北斗卫星导航和位置信息

综合示范应用、超薄高密度印制电

路板在移动智能终端中的示范应

用、高纯靶材在新型显示器件中的

示范应用以及新型片式元件在智能

手机中的示范应用等成为20个重点

方向之一。其中，高温除尘先进技

术示范应用项目在燃煤电厂、工业

锅炉和钢铁高炉转炉3个领域实施，

经过近3年的推进，提高了我国高温

过滤材料在除尘和空气净化方面的

性能，并成功完成了对燃煤电厂、工

业锅炉和钢铁高炉转炉的除尘项目

改造，使其工业废气符合国家排放

标准，提高了滤袋使用效率和寿

命，并且降低了除尘系统运行维护

的成本。

2015 年，工信部遴选 10 项左右

基础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和基础

工艺，推广开展示范应用。重点围

绕重点装备和重大工程需求，针对

节能汽车、能源装备、轨道交通装

备、航空航天装备、现代农业装备、

机器人、电子信息等领域，推动一批

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元器

件）、先进基础工艺突破工程化、产

业化瓶颈。推动1500家企业建立实

施品牌管理体系。其中重点围绕航

空航天装备、能源装备、轨道交通、

节能汽车、现代农业装备、文物保护

装备、工业机器人、节能环保、电子

信息等领域“四基”发展急需，组织

实施一批示范工程。

2016 年，发布了新型城市轨道

交通轴承、高性能轻量化稀土有色

金属合金轮毂产品、石墨烯及其改

性材料等15项重点应用方向。在示

范应用中，注重需求侧激励，鼓励应

用方与提供方紧密合作，推动形成

研发、生产、销售共同体，探索上中下

游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

一体化组织模式，推进产业链协作。

可以看到，工业强基示范项目

针对工业基础共性问题和薄弱环

节，以及关系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从

不同维度提出了项目的攻关。

近年来，围绕“完善政策”这一中

心，通过“应用牵引、平台支撑、重点

突破”三个环节，我国大力推进工业

强基战略。目前，工业强基战略取得

了阶段性进展和积极成效，工业基础

能力建设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

2014年，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加

快推进工业强基的指导意见》，提出

加快推进工业强基，提升关键基础

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

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发展水

平，夯实工业发展基础，推进工业大

国向工业强国转变。

国务院牵头编制并于 2015 年 5

月正式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对

强化工业基础能力作出战略部署，

提出实施工业强基工程，明确到

2025 年，7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

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80 种标

志性先进基础工艺得到推广应用，

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建成较为

完善的产业技术基础服务体系，逐

步形成整机牵引和基础支撑协调互

动的产业创新发展格局。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全

面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实施工业强

基工程，重点突破关键基础材料、核

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

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四基”瓶颈。

2016 年 8 月 19 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

联合印发《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

南》，围绕《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

领域，开展重点领域“一揽子突破行

动”，实施重点产品“一条龙”应用计

划，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基础平台，培

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

动“四基”领域军民融合发展。2016

年 11 月，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

询委员会发布的《工业“四基”发展

目录》，明确提出要引导企业和社会

资本进入工业基础领域。上述文件

的发布，为工业强基工作提供了战

略指导和政策依据。

夯实制造之基 工业强基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

夯实制造之基，不仅关
乎一国制造的品质，更决定
着制造业发展的潜力。

“一个国家工业基础不
好，想建成制造强国几乎是
不可能的。我国的工业基础
尚不能满足整个工业发展。
在迈向制造强国过程中，要
着力推进工业强基，补上发
展短板，奠定赶超基础。”工业
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指出。

目前，工业强基已经进
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工业
强基从“十二五”之初开始推
动，经过多年努力，各方面取
得了积极进展。

顶层设计基本完成
目前，工业强基战略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

积极成效，工业基础能力建设的顶层设计基本
完成。

示范项目支撑产业发展
从 2014 年起，工信部连续 3 年组织工业

强基工程示范应用项目，推进了近50项重点
应用。

“四基”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5年来，通过实施工业强基工程，以技术创新突破
“四基”制约，切实解决了四基“卡脖子”问题，为制
造强国建设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