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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弹指间，我国工业通信业成就
辉煌，从一穷二白跃升为拥有完整工业
体系的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世界网络
大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
增加到 2018 年的 30 多万亿元，年均增
长 11%。在主要领域实现巨大突破：

“嫦娥”奔月，“天宫”和“神舟”载人飞
行，国产航母正式下水，大型客机成功
首飞，全球首颗量子卫星成功发射，长江
三峡升船机刷新世界纪录，光纤宽带用
户比例世界第一，4G商用网络全球覆盖
最广，5G网络全面开启……

电子信息产业是制造强国和网络强
国建设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了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指出网络信
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
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
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
高地，指出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
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互联
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
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
着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电
子信息产业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采
用国产CPU的“神威·太湖之光”成为世
界首台运算速度超过10亿亿次/秒的超
级计算机，国产智能手机芯片市场占有
率突破20%，国产智能电视SoC芯片装
机达到800万颗，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随
着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产业链掌控能力
显著提高。

多个规模指标傲视全球

如今，人们在手机上实现了语音视
频通话、上网、移动支付、地铁公交刷卡
等众多应用，吃完饭一家人其乐融融地
坐在沙发上通过挂在墙上的超薄电视观
看高清视频内容已不是新鲜事，智能的
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各种大小家电产
品层出不穷，更是让人民生活水平得到
了极大的提升……

消费电子产品是电子信息技术在个

人、家庭应用的载体，是人类感知信息技
术最直接的界面，已经成为信息产业的重
要引擎，是我国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战略
目标的重要组成和基础支撑。新中国成
立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消费
电子以及家电领域的规模不断壮大，各个
领域开始陆续傲视全球。

2012 年，中国家电产业主营业务收
入达 1.1 万亿元，生产规模居世界首位。
中国成为全球家电产品制造大国和主要
贸易国。

2016年，中国第一台全部采用国产处理
器构建的“神威·太湖之光”夺得超算冠军。

2017年，我国TFT-LCD面板出货面
积和出货金额双双跃居世界第一，全球占
比均为36%。

2018 年，中国计算机产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1.95万亿元。中国已经成为全
球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基地，目前中国计算
机产业规模位居世界首位。

2018年，我国电视机的产量达到1.6
亿台，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出口超过
9000 万台（含 SKD 散件为 1.25 亿台），成
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和出口创汇行业。

工信部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手
机、计算机和彩电等产品产量分别达 18
亿部、3.1亿台、1.9亿台，占全球总产量的
比重在70%~90%之间。

手机是当前消费电子领域的明星，赛
迪顾问数据显示，1999年，国产手机出货
量为113万部；而到了2018年，国产手机
合计出货量已实现约8亿部；1999年，国
产手机国内市场占有率不足5%，而到了
2018年则接近90%。国产品牌基本牢牢
掌控了中国手机市场的大盘。我国已经
具备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手机设计加工产
业链，生产的手机占全球总量的80%。

核心技术不断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核心技术
的不断突破为我国高质量发展信息产业
提供了有力保障。

近日，紫光集团旗下长江存储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传来喜讯，该公司开始量产基
于 Xtacking 架 构 的 64 层 256Gb TLC

3D NAND闪存。这是我国首次实现64
层 3D NAND 闪存芯片的量产，将大幅
拉近我国与全球一线存储厂商间的技术
差距。

回望过去的发展进程，早在1965年，
中国就研制成功第一块硅基数字集成电
路，距离美国只有7年时间，与国际基本
保持了同步。当时中国的集成电路在研
发能力和水平上并不落后。随着改革开
放国门打开，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开始全
面启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
集成电路产业迎来一轮新的发展高潮。
中国集成电路发展水平逐渐接近国际先
进水平。2018 年全行业销售额 6532 亿
元，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当前，我国芯
片设计水平提升三代以上，海思麒麟980
手机芯片采用了全球最先进的7纳米工
艺；16/14纳米工艺进入客户风险量产阶
段；64层3D NAND闪存芯片进入量产；
先进封装测试规模在封测业中占比达到
约 30%；刻蚀机等高端装备和靶材等关
键材料取得突破。

同样，在核心元器件技术领域，我国
也在不断突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从发展之初的显示面板基
本依靠进口的“缺屏之痛”，到如今已成
为世界显示产业的重要力量，经历了脱
胎换骨的蜕变。2017年12月，京东方合
肥10，5代线投产，这是全球首条投产的
10.5代线。

信息技术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工业不断壮大得益于两化融合
不断深入，信息技术通过赋能工业经济，
正推动着工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生产线人员节约了600人，制造能
耗下降了40%，生产效率提升了80%，产
品一次合格率提升了 20%……”九牧厨
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孝发在九牧智
能制造车间如数家珍地向《中国电子报》
记者说道。

九牧的经历只是中国企业智能制造
的一个缩影。记者了解到，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进
一步加快，智能制造发展取得了积极成

效。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在不断提升，截止到2019年6月，企业数
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了69.3%；
与此同时，“互联网+制造业”新模式不断
涌现。开展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大
规模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分别达到
了35.3%、25.3%和8.1%。

与此同时，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也迈出
了坚实的步伐，国内具有一定行业和区域
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超过了50
家，重点平台平均连接的设备数量达到了
59万台，工业互联网已经广泛应用于石油、
石化、钢铁、家电、服装、机械、能源等行业。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加快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我们抢抓第四次工
业革命机遇奠定了坚实基础。工信部最
新数据显示，2019 年 1—7 月，我国软件
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38566亿元，同比增
长15.1%。1—7月，信息技术服务实现收
入 22621 亿元，同比增长 17.3%。其中，
云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3.7%；大数据服务
收入增长17%。

“互联网+”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老百姓
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民享受着
信息消费带来的巨大红利。

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居民需求潜力。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 4G 网络覆盖率的
提高，各类出行、餐饮外卖等移动应用加
快普及，带动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
高速增长。2018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
量消费达 711 亿 GB，是 2013 年的 56.1
倍，5年年均增速高达123.8%。截至2018
年末，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6.1亿，
占网民总体的73.6%。

工信部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信息
消费规模约2.2万亿元，而到了2018年，
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
2018 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约 5 万亿元，
同比增长超过11%，约为GDP增速的两
倍，在最终消费中占比超过10%。未来，
我国信息消费将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为
持续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向高水平发展
贡献更大力量。

社论

本报记者 徐恒

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
仪式和群众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

70年峥嵘岁月，当惊世界殊。
70 年，世界见证了东方大国的崛起，

历史镌刻了波澜壮阔的东方传奇。70年，
在这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中，我国工业
通信业谱写了砥砺奋进、勇攀高峰的壮丽
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我国初步建成
了门类齐全、独立完善的产业体系。改革
开放后，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大国的历
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
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开启了制造强国和
网络强国建设的伟大征程。

70年前，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满怀着崇高
的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战胜了一
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
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
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70年来，我国工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
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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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我国站在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位置。
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
额将近三成，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
要引擎。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
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居全
球第一。

70年来，我国通信业沧海桑田，有形
的网线和无形的电波编织起网络强国的伟
大梦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电话交换
机总容量仅31万门。70年后，电话用户总
规模已达 17.5 亿户，用户规模居世界第
一。其中，移动电话用户数15.7亿户，是

1988年的52.2万倍。我国通信技术高速发
展，经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
同步、5G引领的崛起历程，实现了从空白
到领先的跨越。

70年来，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不断刷新
纪录。我国芯片设计水平提升三代以上，
海思麒麟980手机芯片采用了全球最先进
的 7 纳米工艺；制造工艺提升了 1.5 代，
32/28纳米工艺实现规模量产，16/14纳米
工艺进入客户导入阶段；存储芯片进行了
初步布局，64 层 3D NAND 闪存芯片开
始量产；先进封装测试规模在封测业中占
比达到约30%。2016年，我国第一台全部
采用国产处理器构建的“神威·太湖之
光”夺得全球超级计算机冠军。2017 年，
我国 TFT-LCD 面板出货量跃居世界第
一。2018年，我国手机、计算机和彩电产
量分别达18亿部、3.1亿台、1.9亿台，占
全球总产量的比重在 70%～90%之间，产

业规模均位居世界首位。
70 年来，信息化发展始终伴随且助

推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加快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为我们抢抓第四次工业
革命机遇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智慧出
行、智能工厂、智慧城市到视觉识别、
移动支付，万物互联时代正在到来，我
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而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截至 2018 年年底，我国
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6.1 亿户，数字经济
规模达到了 31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达到1/3。

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神
州飞天、嫦娥奔月、北斗组网、载人深
潜、商飞首飞、高铁飞驰、超算夺冠、移
动支付、网络购物……这些充满梦幻的词
汇一次次变成了鲜活的现实。伟大梦想是
伟大事业的开端，从温饱不足到迈向全面

小康，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
民族的发展进程中，无数梦想拔节生长，
美好希望竞相绽放。

70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充
分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
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
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
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70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工业通信业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和
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充分证明了中国特
色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是正确的。

而今迈步从头越，砥砺奋进再出发。
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快
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奋进新时代 共圆中国梦

（上接第1版）
第三篇章“伟大复兴”，由18个方阵组成。当簇

拥着习近平巨幅画像的“伟大复兴”方阵出现时，热
烈的掌声和如潮的欢呼响彻全场，把群众游行推向高
潮。随后走来的“创新驱动”“区域协调”“乡村振
兴”“民主法治”“民族团结”“凝心铸魂”“中华文化”

“立德树人”“体育强国”“脱贫攻坚”“美好生活”“绿水
青山”“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严治党”“不忘初心”等方
阵，全面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实现的历史性变革
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华儿女”方阵，以巨大鲲鹏造
型彩车引领各省区市和港澳台彩车依次通过天安门，
充分显现中华大地的壮美画卷和改革发展的勃勃生
机；“扬帆远航”方阵，寓意“中国号”巨轮向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破浪前进。第三篇章
在情境式行进“同心追梦”中落下帷幕，2019名少
先队员组成的行进乐团奏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昭
示复兴之梦必将在接力奋斗中成为现实。

群众游行接近尾声，最后一个方阵“祖国万岁”
走向天安门。“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动听的歌曲、动人的舞姿、灿烂的笑容，向祖
国母亲献上最热情的礼赞和最美好的祝愿。

随着7万羽和平鸽展翅高飞，7万只气球腾空而
起，《歌唱祖国》 的激昂乐曲、歌声在整个广场回
荡，游行群众朝着天安门城楼方向欢呼致敬，习近平
等向各界群众挥手致意。城楼上下连通真情交汇的心
桥，广场内外成为欢歌笑语的海洋，共同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70华诞，共同祝愿中国和世界的明天更加
美好。

庆祝大会历时2小时40分钟，于12时40分圆满
结束。

出席庆祝大会的还有：丁薛祥、王晨、刘鹤、许其
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
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
奇、江泽民、胡锦涛、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
张德江、俞正声、宋平、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
春、贺国强、刘云山、张高丽、尤权、曹建明、张春贤、沈
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
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
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张庆黎、刘奇
葆、帕巴拉·格列朗杰、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
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
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
邵鸿、高云龙和迟浩田、姜春云、王乐泉、王兆国、回良
玉、刘淇、曹刚川、曾培炎、王刚、刘延东、李源潮、马凯、
李建国、范长龙、孟建柱、郭金龙、王汉斌、何勇、杜青
林、赵洪祝、彭珮云、李铁映、何鲁丽、许嘉璐、蒋正华、
顾秀莲、热地、乌云其木格、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司
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桑国卫、王胜俊、陈昌智、严
隽琪、张平、向巴平措、张宝文、梁光烈、常万全、韩杼
滨、贾春旺、宋健、胡启立、王忠禹、李贵鲜、徐匡迪、张
怀西、李蒙、廖晖、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都热
西提、李兆焯、黄孟复、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
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陈宗兴、王志珍、韩启德、
罗富和、李海峰、陈元、王家瑞、齐续春、马培华、刘晓
峰、王钦敏，以及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和傅全有、于永
波、王克、陈炳德、李继耐、乔清晨、靖志远、赵克石、吴
胜利、马晓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
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候任行政长官贺一诚。

在京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老同志代表，
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党的十九大代表、中
央纪委委员、国家监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
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
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代表，
各民主党派中央在京委员、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代表，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八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先进模范人物代表，
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全国性宗教团体主
要负责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代表、全国少
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在京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
院院士，优秀留学回国人才代表，部分已故老干部的
配偶，全国重点优抚对象，首都各界代表，普通群众
代表等出席大会。

在京重要外宾、各国驻华使节、外国专家也应邀
出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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