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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五年砥砺奋进的五年

本报记者 陈炳欣

第二届全国工业机器人技术

应用技能大赛决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李佳师报道：9

月 10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

技术部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的 2017 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在无锡

拉开帷幕。作为博览会重要环节，

2017 世界物联网无锡峰会 10 日举

行。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在峰会发表

讲话，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

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

刚，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李

小敏在峰会致辞。

李强指出，去年 10 月，2016 世

界物联网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推动

了江苏省物联网及相关产业的加速

发展。以无锡为核心、苏州和南京

为支撑，一体两翼、多元发展，辐射

全省的物联网产业格局正在形成。

无锡物联网的发展，吸引了全世界

的目光，成为观察中国乃至世界物

联网发展的一面镜子。李强表示，

举办世界物联网博览会的初衷，就

是为物联网的大发展、为“未来场

景”的实现搭建一个大平台，集聚全

球物联网领域的最优质要素，借助

各方面力量，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

发展，推动物联网时代早日到来。

江苏发展物联网有基础有优势，也

有很大的潜力和希望。我们愿意为

全球物联网爆发式发展提供一块

“肥沃土壤”。

罗文表示，发展物联网是培育

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战略举措。当

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把

握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加快发展物

联网，对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培

育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一是

物联网新技术新产品快速发展，成

为推动信息产业增长的强劲引擎。

二是物联网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

现，成为驱动经济创新升级的重要

动力。三是物联网跨界融合应用深

入推进，成为助力传统产业转型的

关键要素。四是物联网泛在基础设

施加快构建，成为支撑智能经济发

展的重要载体。

罗文指出，近年来，在“中国制

造 2025”、互联网+、“双创”等战略

实施的带动下，中国物联网产业发

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产业生态体系

日渐完善。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已经形成了包

括芯片和元器件、设备、软件、系统

集成、电信运营、物联网服务等较为

完善的物联网产业链。基于全球最

大、技术先进的移动通信网络，已部

署的机器到机器（M2M）终端数量

突破 1 亿。物联网产业规模已从

2009 年的 1700 亿元跃升至 2016 年

超过93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25%。与此同时，涌现出一批具备

较强实力的物联网领军企业，初步

建成一批共性技术研发、检验检测、

投融资、标识解析、成果转化、人才

培训、信息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

技术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中国在物

联网领域已经建成一批重点实验

室，汇聚整合了多行业多领域的创

新资源，基本覆盖了物联网技术创

新链各环节。物联网专利申请数量

逐年增加，超高频和微波 RFID、海

量数据存储和处理、智能图像传感

等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面向应

用的无线传感器组网技术获得突

破，窄带物联网引领国际发展。物

联网标准体系初步构建，在国际标

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逐步提

高。中国物联网创新体系建设初见

成效。这当中，无锡国家传感网创

新示范区很好地发挥了先行先试的

引领示范作用。行业应用领域加速

拓展。通过深入开展试点示范，物

联网开始规模应用，在便利百姓生

活的同时，也促进了传统产业的转

型升级。 （下转第4版）

2017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在无锡举办
我国物联网产业规模2016年超9300亿元，2009年至2016年年复合增长率超25%

本报讯 记者李佳师报道：9

月 8~10 日，2017 年中国技能大赛

——第二届全国工业机器人技术应

用技能大赛决赛在安徽省芜湖市举

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

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汤涛、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石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汪鸿

雁、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方春明

莅临决赛现场观摩指导。

陈肇雄表示，开展职业技能竞

赛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

略部署，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

一项重要举措。希望地方有关部

门、职业院校、企业深化合作，促进

产学有机对接，推动形成产学结

合、多方共赢、相互促进的良好局

面，持续培养行业发展需要的高技

能人才。

本次大赛是国家级一类大赛，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

会、共青团中央共同举办，来自 28

个省市和 12 家国有大型骨干企业

的182名选手参加了决赛。本次大

赛在考核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等基

本技能基础上，重点突出企业所需

专业技能及新技术应用，体现现代

制造技术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原

则，突出职业能力素养考核及工匠

精神要求。为保证大赛公平公正公

开，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

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相

关同志组成大赛监督组，对大赛进

行全程监督，并邀请公证人员对比

赛过程及结果进行公证。

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职工组第

一名苏子民同志将被推荐为“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苏子民等5

名选手获“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

号、晋升一级国家职业资格；苏子

民、王水发、叶俊雄、吴浙栋按程序

授予“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

号。孙成斌等获得学生组第一名。

刘军等作为学生组的指导教师获得

大赛组委会颁发的“优秀指导教师”

荣誉称号。大赛还评出团体总分

奖、央企优胜奖、西部优胜奖、优秀

组织奖、突出贡献奖等奖项。

大 赛 作 为“ 技 能 中 国 行

2017——走进安徽”的活动现场，举

办“技能人才与中国创造”高峰论坛，

通过多种形式，展示我国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工作成果，解读制造业

发展宏观政策，交流研讨技能人才

培养成果与经验，宣传职业技能竞

赛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的作用。

集成电路为战略性、基础性和

先导性产业，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信息经济的重要支撑，在

信息技术领域的核心地位十分突

出。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为了

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先后出台

了国发 〔2000〕 18 号文件、国发

〔2011〕 4 号文件，实施了“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并于2014年出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

要》。在市场拉动和政策的双轮驱

动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力得到

快速提升，在移动智能终端、网络

通信、物联网等重点领域集成电路

设 计 技 术 达 到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

28nm 制造工艺实现规模量产，龙

头企业持续盈利，封装技术与全球

同步，关键装备和材料融入国际采

购体系。

整体态势良好

设计制造发展突出

“十二五”以来，随着国家对

集成电路产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加

大，在融资、税费等各方面的措施

密集出台与落地，中国 IC 产业步

入了一轮加速发展的阶段，产业规

模从 2012 年的 2185.5 亿元，增长

到2016年的4335.5亿元，5年间几

乎增长了一倍。据工信部统计数

据，2016 年我国半导体产业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1001.13 亿元，其中

集成电路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79.57亿元，同比增长31%。

（下转第6版）

集成电路：双轮驱动产业跃升

信息消费

再获国家政策力挺

国务院曾于 2013 年 8 月出台

《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

干意见》，这是第一次从国家层面正

式提出和推动信息消费发展。应该

说，当时对于什么是信息消费、如何

促进信息消费，社会上的认识还不

完全一致。2017 年 8 月，时隔四年

以后，信息消费再获国家政策支持，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

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

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大家的

认识高度一致：信息消费是促进消

费需求、释放内需潜力的重要内容。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IT 产品和

信息服务提供者，也是最大的信息

消费市场。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国

网民规模达到 7.51 亿，占全球网民

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为

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4.6 个百

分点。各类手机应用的用户规模不

断上升，场景更加丰富。其中，手机

外卖应用增长最为迅速，用户规模

达 到 2.74 亿 ，较 2016 年 底 增 长

41.4%；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 5.02

亿，线下场景使用特点突出，4.63亿

网民在线下消费时使用手机进行支

付。信息消费已成为拉动消费的新

增长点，是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

的力量源泉。国务院及时出台新的

指导意见，对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

调整产业结构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文件对地方数字经济发展

指导意义重大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处于速度换挡、结构优化、动力

转换的关键节点，亟须寻找新动能、

发展新经济，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

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

各省的情况大体如此，对中西部省

份而言更为突出。

宁夏经济总量小，发展不足的

问题比较突出，产业层次较低，结构

倚重倚能特征明显。2016年全区地

区生产总值3150亿元，轻重工业比

为19.3∶80.7，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煤

炭、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传统产

业增长乏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成

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选

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如何抢抓机遇，发展数字经济，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从宁夏而言，一

方面，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动信息化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供给质

量和效率，培育发展新动能。另一

方面，要不断激发新的需求，推动互

联网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以新技

术、新业务、新模式来提升信息消

费。《指导意见》中提到的推动信息

基础设施提速升级、提升信息技术服

务能力、壮大在线教育和健康医疗等

政策措施，对宁夏提升信息化水平、发

展数字经济、促进信息消费，十分有针

对性和指导性。 （下转第2版）

聚焦信息消费 发展数字经济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解读

宁夏回族自治区信息化建设办公室
副主任 陶少华

本报讯 记者张心怡报道：9

月 8 日，第七届中国（宁波）智慧城

市技术与应用产品博览会（下称“智

博会”）在宁波举行。工业和信息化

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张峰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

张峰指出，数字经济正逐步成

为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核心驱动

力量。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现

代城市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重塑城市发展新优势、抢占竞

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张峰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作

为行业主管部门，将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的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推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数字经济发

展基础，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

费，深化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优化

产业发展环境，推动我国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为实

现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战略目标作

出积极贡献。

智博会开幕式由宁波市市长裘

东耀主持，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

合会会长王旭东，中国电子信息行

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曲维枝，浙江

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唐一军，

浙江省政府副省长高兴夫出席会议

并致辞。

本次智博会集中展示了智慧城

市建设科技产业发展成果，来自产

学研用各界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

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宁波）智慧城市技术与

应用产品博览会召开

中央国家机关“喜迎十九大

传承好家风”巡展暨工信部

直属机关妇女工作成果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赵晨报道：9 月

11 日，中央国家机关“喜迎十九大

传承好家风”巡展暨工业和信息化

部直属机关妇女工作成果展在工信

部西单办公区开幕。中央国家机关

工委副书记、工会联合会主席陈存

根，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苗圩出席

开幕活动，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和“全国最美家庭”获得者颁奖，为

部直属机关“女干部之家”揭牌并参

观了展览。工信部党组成员、中央

纪委驻部纪检组组长郭开朗代表部

党组作开幕致辞。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文明建

设特别是党员干部家风问题的重要

讲话精神，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启动

了“喜迎十九大传承好家风”巡展活

动，党的十九大前夕巡展走进工信

部。工信部党组高度重视党员干部

家风建设，始终将廉洁齐家作为党

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教育的重要内

容，将家风建设作为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苗圩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每一位领导干

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

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

作人员。”体现了家风建设在全面从

严治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他强调，要认

真组织落实好本次展览工作，使展

览成为教育党员干部落实家风建设

的重要载体，要进一步引导部系统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重视家风建

设，把家风建设工作引向深入，抓好

各项措施的落实。

郭开朗在致辞中指出，本次巡

展特别突出了家风故事、图说家史、

家训家规等鲜活内容，十分生动，贴

近地气，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近

年来，工信部涌现出了一大批家规

严、家风正、和美康健、积极向上的

优秀家庭，部直属机关家风建设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下转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