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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甘肃）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论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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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起步到家电强国从零起步到家电强国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 姜风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作
为一个充分市场竞争的新兴行业，中国
家电行业在70年的风雨洗礼中，特别是
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变革中，经历了咿呀
学语的幼年时代，也享受过“皇帝女儿
不愁嫁”的美好时光，再摆脱牵绊、奋力
向上，成长为勇于创新的青壮年，而今
则呈现出一种成熟自信的崛起姿态，正

在全球市场挺起中国制造的脊梁，向家电
强国迈进。

零基础起步

新中国成立前，家用电器只是供少数
人享用的奢侈品，绝大部分依靠进口。民
族工业寥寥无几，仅有一些为数极少的电
风扇和电器附件的生产厂。1949年以前，
全国电风扇最高年产量仅5万台。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医治战争创伤，
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国家采取严格限制消
费品政策，保护了民族家用电器工业的成
长。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沈阳、天津、北
京、上海等地相继生产出压缩机电冰箱，供

医院及科研单位使用。1959 年，我国试
制成功第一台吸尘器。1962年，又试制
出第一台窗式空调器和第一台洗衣
机。1962年，上海、广州、沈阳等地先后
成立了家用电器工业公司。这些公司
1965 年前后先后仿制和试制成功了家
用双桶洗衣机、窗式空调器、电饭锅、电
动剃须刀、吸尘器和家用电冰箱等。

“文革”期间，家电被当作“为资产阶级
服务”的货色而受到批判，家用电器品
种很少，行业发展徘徊不前。到 1978
年，全国家电行业产值仅 4.23 亿元，电
冰箱产量仅2.8万台，洗衣机产量仅0.04
万台。

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家电

行业真正开始起步。1979年7月，轻工业
部五金电器局在苏州召开了全国家用电器
发展规划座谈会，部署重点省市家用电器
行业发展。也在这一年，街道小厂负责人
何享健从海外回乡亲友带回的小家电中嗅
到商机，派人买回100套零件，研究组装生
产金属电风扇。1984年，潘宁带领100余
名工人在简易工棚里，用手工锤敲出两台
容声冰箱。

在考察了国外家电市场及产品的情
况之后，中国家电主管部门及企业最终
确定“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的行
业发展策略，开始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合资建立家用电器及零部件生产厂。

（下转第7版）

热评热评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在AI产业战场上，全球各路AI精英
喜欢通过比赛来证明能力的高下。比
如，喜欢用AI与人进行象棋、围棋、麻
将的比赛，来看“脑力”的差异；也喜欢
比“眼力”，通过识别图片、图像的精准
度来判断机器视觉算法的厉害与否；还
喜欢“跑步”，通过计算速度的快、慢来
将“计算力”分出高下。在最近举行的
华为全连接大会上，华为发布了超强算
力的AI产品，即全球最快的AI训练集群
Atlas900，它由1024 颗昇腾910 组成，总

算力相当于 50 万台 PC 的计算能力。
在 衡 量 AI 计 算 能 力 的 金 标 准
ResNet-50模型训练中，Atlas900只用
了59.8秒就完成了训练，这比原来的
世界纪录还快了 10 秒，相当于短跑
冠军跑完终点，喝完一瓶水才等到第
二名跑到终点。

计算机“跑步”的快与慢、计算
力的强与否，对于 AI 领域有多重
要？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洲
研究院院长洪小文是世界顶级的 AI
科学家，他曾对记者表示：“牛顿在
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把人登陆月球需要

的所有物理公式导出来了，但求解需
要大量的计算，而那个时代没有计算
机，100个人一辈子时间都解不完。人
类是在有了计算机之后才登上月球，
当年登月的时候，下面就有一大堆计
算机在做计算。今天发射一个火箭，
它的角度到底应该是63°还是62.9°，或
者是61°多，没有计算机的时代，人来
计算可能会算错，而计算机的发明让
计算更快、更准。”

这次华为公布 Atlas900 算力也拿
天文来做类比。据介绍，在当前条件
下，天文学家要从这20万颗星星中，找

出某种特征的星体，相当困难，需要
169 天的工作量。现在用上Atlas900，只
用 10 秒，就从 20 万颗星星中检索出了
相应特征的星体。所以Atlas900可广泛
应用于科学研究与商业创新，比如天文
探索、气象预测、自动驾驶、石油勘探等
领域。

（下转第7版）

计算的大航海时代已开启

李佳师

习近平向 2019 世界制造业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9月 20 日电 2019 世界

制造业大会 20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制造业正经
历深刻变革，各国需要加强合作、互学互
鉴，共同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

遇，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制造
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制造业

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重要一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推动制造业新技术蓬勃发展，为促进全
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享共赢作
出积极贡献。

本报讯 9月19日，由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
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9中国（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在兰州开
幕。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江平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

王江平指出，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
势和国内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党中央、国务院总揽
全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出台了大幅降低增值税
税率和社保费率，实行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优惠等
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
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保持了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发展，
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有序开展。这其
中，非公有制经济功不可没。

王江平强调，工业和信息化部作为负责中小企
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将全面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和作用，加强与
各部门各地区的协调配合，共同营造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一是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深化“放管服”改
革，全面清理不利于民间投资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全面实行政策公平竞争审
查，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放
宽市场准入，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制造强国和网络强
国建设。二是进一步推动法律政策落实。加强《中
小企业促进法》贯彻落实，扎实推进各项政策落地生
根、取得实效。继续推动降低营商成本，落实好已有
普惠性减税政策，持续性推进普遍性降费，着力做好
清理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专项工作。三是进一步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发挥国家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引导带动作用，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
渠道，推进中小企业政策性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四
是进一步提升企业专业化能力和水平。实施促进大
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行动计划，支持引导实体开发区
打造不同类型的创新创业特色载体，推动双创纵深
发展。五是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实效。继续培育和
认定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和国家小型微
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优化国家中小企业政策信
息互联网发布平台，为民营企业创业创新提供服务。
六是有序推进区域产业转移和协调发展。（耀 文）

本报讯 9月17日，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下称工博会）开幕式暨颁奖仪式在上海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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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实现了由农业大
国向工业大国的历史性转变，有力地带动了中国综
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峰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将抢抓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
稳步发展；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
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5G、工业互联网、人
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应用，提升产业
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全面加快工业现代化进程；
始终坚持开放发展战略，坚持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营造良好环境，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加强国际交流
合作，在扩大开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张峰表示，希望工博会把握时代大势，深化改革
创新，加快融合发展，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具有强大
品牌影响力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同时，真诚期待
与会来宾和各界朋友们，深入交流，深化合作，共创
世界工业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二十一届工博会期间，张峰出席了“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活动。 （布 轩）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9月20日，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工
业通信业发展情况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
部部长苗圩介绍新中国成立70周年工业通
信业发展情况，并与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
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利斌，工
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
司司长闻库回答了记者提问（详见2版）。

苗圩指出，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
基，信息化是推动时代进步的强大引擎。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明
确指出，中国必须搞实体经济，制造业是
实体经济的基础，强调一定要把制造业搞
上去，把实体经济搞上去，扎扎实实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对工业和信息化战线是一个极大的
鼓舞和鞭策。7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探
索、大胆实践，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走过了发达国家
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人类发展史
上的奇迹。一个突出的标志是，我国建成
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工
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球首位。新中国成立
之初，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能把
种出来的粮食磨成面粉外，一辆汽车、一
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
造。而今，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

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
家，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
加到 2018 年的 30 多万亿元，按不变价

计算增长约 971 倍，年均增长 11%。根
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
加值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标

志着自19世纪中叶以来，经过一个半世纪
后我国重新取得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
地位。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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