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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2019 年 1 月 31 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党的
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确保全党统一意志、
统
一行动、
步调一致向前进，
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总体要求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
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事关统揽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
业、伟大梦想。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我们党都
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形成了讲政治的优
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加大力度抓，形成了鲜明的政治导
向，消除了党内严重政治隐患，推动党的政

治建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同时，必须清
醒看到，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
本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
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
的甚至存在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
严重问题。切实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
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准政治
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
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
提高政治能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

苗圩出席 2019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
机关干部轮训班开班式并讲党课
本报讯 2 月 27 日，2019 年工
业和信息化部机关干部轮训班在北
京开班，部党组书记、部长苗圩出席
开班式，作动员讲话，并围绕“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坚定不移推进制造
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主题，为部机
关处级以上干部讲党课。工业和信
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主
持开班式。
苗圩指出，部党组决定开展部
机关全体干部轮训，主要目的是，
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
和政治能力，强化担当精神和履职
本领，不断凝聚起推进制造强国和
网络强国建设的智慧和力量，坚决
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以优
异工作成绩迎接新中国 70 华诞。
结合工作实际，苗圩讲了 3 个
方面内容：

一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
满意的模范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把“两个维护”

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进一步夯实
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和“两个强国”
建
设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是坚决捍卫党中央定于一
尊、一锤定音的权威，把思想和行

2 月 21 日，三星在美国旧金山发布 4G 折叠屏手机 Galaxy Fold；三天
后，华为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发布 5G 折叠屏手机 mate X，随后包括苹果、
LG、TCL、小米、联想等各手机厂商的折叠屏专利储备、可能合作对象、折叠
屏手机上市时间等纷纷被爆出。此外，中国 A 股市场与折叠屏相关股应声
大涨。除了 5G，折叠屏成为今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热门关键词，成为全球
业界关注的焦点。折叠屏手机究竟是噱头还是智能手机发展的下一棵摇钱
树？折叠屏如此昂贵的价格背后是什么在
“作祟”？折叠屏的技术瓶颈究竟
该怎么破？这些成为业界思考的问题。

折叠屏之问

动统一到党中央的科学判断和决
策部署上来。始终坚持党中央对
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科学分析把握工业和信息化
事业发展形势。坚定走高质量发
展的路子。
三是坚定信心办好自己的事，
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
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底线思
维，
保持战略定力。
苗圩号召，
新时代需要新担当，
新形势需要新作为。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
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定不移
抓落实，
以坚如磐石的决心、只争朝
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
一步一
个脚印把工业和信息化事业推向前
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部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共计 400
余人参加了开班式。
（布 轩）
本报记者

释放数字转型新动能 打造制造业
“双创
双创”
”升级版

以工业互联网带动制造业“双创
双创”
”升级
开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工业互联网是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关键支撑，是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的关键基础设施，是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所形成的
新型工业生产制造服务体系。本
质上，工业互联网是建立在云计算
架构上的制造业“双创”新生态，有
效 带 动 制 造 业 要 素 汇 聚 、能 力 开
放、模式创新和创业孵化，加快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一、工业互联网集中体现
了制造业
“双创”
的核心要求
（一）从目标上看，工业互联网
与制造业“双创”
是一致的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
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是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
“双创”发展的主要目标。以工业互
联网带动制造业“双创”升级，是为
了更好地推动新技术的创新、新产
品的培育、新模式的应用和新业态
的扩散，加快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形成精准、高效的制造业供给体
系，为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形成
经济新增长点奠定良好基础。
（二）从理念上看，工业互联网
与制造业“双创”
是相通的
当前，制造业正处于理念重构、
体系重建的新阶段。工业互联网与
制造业“双创”共同激发创新潜能、
高效配置资源、重构生产体系、引领

组织变革，推动产业创新更加协同
化、开放化、互动化，推动资源配置
更加网络化、全球化、快捷化，推动
生产制造更加智能化、定制化、服
务化，推动组织管理更加扁平化、
柔性化、无边界化，加速构建新型
制造体系。以工业互联网带动制
造业“双创”升级，有利于创新链、
产业链、资本链、人才链的有机结
合，形成资源富集、多方参与、利益
共享的开放价值网络。
（三）从路径上看，工业互联网
与制造业
“双创”
是协同的
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双创”
都是建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
应用的基础之上，具体来看，二者
都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依托，在
线汇聚、整合、共享创业创新资源
和要素；都是以数据为核心要素，

李佳师

头部厂商

编者按：当前，全球正迈向以万物互联、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智能主导的数字经济新时代，数字转型成为赋能
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
“双创”是在数字转型条件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国方案，制造业“双创”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转型的重要依托。为把握数字转型新机遇，加快制造业“双创”升级，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
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大力支持下，本报特开辟“释放数字转型新动能 打造制造业‘双创’升级版”专栏，邀请政产学研各方面
专家撰文探讨制造业
“双创”发展，敬请关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 曲大伟

力，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坚强政治保证。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目的是坚定政治信
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
生态，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要以
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章明确的党的性质和
宗旨、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路线和纲领落
到实处。
（下转第 3 版）

带动技术、资金、人才、物资按需流
动；都是以工业软件和人工智能算
法 作 为 赋 能、赋 值、赋 智 的 基 本 工
具 ，引 领 生 产 制 造 全 过 程、全 产 业
链、产品全生命周期加速变革。以
工 业 互 联 网 带 动 制 造 业“双 创 ”升
级，有利于技术实现上的统一，有利
于平台建设上的统一，也有利于应
用创新上的统一。

二、协同推进工业互联网
与制造业“双创”发展具有良好
基础
（一）政府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
平台与制造业
“双创”
发展
政府部门对工业互联网与制造
业“双创”工作高度重视，将二者作
为“互联网+双创+先进制造业”的重
要抓手。
（下转第 2 版）

点燃折叠之“火”
？
事实上，此刻因折叠屏手机
而充满了“吸睛”效应的三星、
华为都不是手机厂商中最早推出
折叠屏手机的企业，联想在 2017
年就展出过折叠屏手机，2018 年
10 月中国的柔宇也发布了折叠屏
手机柔派。三星与华为之所以在这
个时间点能够掀起巨大的折叠屏风
浪，因为它们是全球智能手机出货
量第一、第二的企业。公开数据显
示，2018 年三星出货量近 3 亿部、
华为手机出货量突破 2 亿部，而且
又是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展前
夕，头部厂商、在风向标展会前
夜，这些要素聚合起来必然具有巨
大流量，从而成为全球媒体的“刷
屏引擎”
。
但北京交通大学光电技术研究
所教授徐征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大家真没有必要刷
屏，
惊呼”
。其实，在三星、华为之前
已经有厂商发布了折叠屏手机，折
叠屏手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屏幕的
折叠，它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变化。
而折叠屏的关键技术就是屏幕的折
叠性能、折叠半径和寿命等等。
此前，外媒曾根据近期曝光的
苹果专利，绘制了可折叠的 iPhone
的渲染图，
图片显示，
其使用了可双
向折叠的转轴，意味着苹果的折叠
手机既可向内、也可向外折叠。比
三星和华为折叠屏手机更加易用，
可实现更多形态。关于折叠方向、
折叠折痕的消除等，三星和华为对
外宣称分别经历了 7 年和 3 年进行
研发。
“外翻”的华为和“内翻”的三

星，公说公有理，三星强调 Galaxy
Fold 内翻能够更好地防护显示屏，
而华为则强调外翻之无痕、鹰翼式
折叠有更好的显示效果。目前苹果
的折叠手机还没有现身，而究竟是
内翻还是外翻，哪种折叠模式能够
带来更好的使用效果，依然还有待
市场和用户的检验。
事实上，从各个机构给出的预
估数据，折叠屏手机在 2019 年的出
货量并不高。华为手机产品线总裁
何刚预计 Mater X 月产能为 10 万
台。IHS Markit 预计，2019 年折叠
手机出货量是 200 万台，到 2022 年
是 6000 万台。折叠屏之所以成为
最近“吸睛”利器，除了它带来的更
宽、更多变化的屏幕外，
价格是这次
击中大众“内脏”
引发震颤的重要原
因，三星 Galaxy Fold 是 13300 元人
民币（1980 美元）、华为 mate X 是
17500 元人民币（2299 欧元）。因为
价高、易碎甚至还引发了保险界关
注，苏宁易购集团疑似将推出针对
折叠屏手机的专属保险。
产业市场之所以高度关注折叠
屏手机，彩虹电子玻璃研究院副院
长王答成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与这几年显示追求全
屏显示（只留声控区）、
边显（3D 屏 R
部分显示）和曲面屏、柔性及折叠屏
的技术路线有关。如今折叠屏是继
曲面屏之后进一步改善互动效果的
显示技术，
所以得到企业广泛关注。

折叠之贵
“跪”在良品率上？
赛迪智库集成电路研究所光电
子产业研究室主任耿怡对《中国电
子报》记者表示，
折叠手机未来挑战
来自良率的提升、成本的下降以及
更加优化的应用。 （下转第 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