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工作总结

2019年，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四个加快”“六
个扎实”“三个扎扎实实”等重要指示精神，坚
决去、主动调、加快转，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在去产能力度空前的情况下，
工业经济下行压力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工业
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没有出现断崖式下跌。
1—11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6%，比
年度目标（4.5%）高1.1个百分点。

一、坚决去、主动调，绿色发展成效显现
通过去产能“减法”实现“腾笼换鸟”。实

施标准倒逼、关小促大、保优压劣，提前超额
完成水泥、平板玻璃、焦炭行业去产能任务，
截至11月15日，全省水泥、平板玻璃、焦炭行
业已完成压减产能 334.3 万吨、660 万重量
箱、319.8万吨。排查企业5982家，明查暗访
1225次，均未发现“地条钢”死灰复燃现象。

多点发力推进绿色转型。获评国家级绿
色工厂33家，居全国第4。节能专项技改项
目达到177个，总投资179.9亿元。12家企业
获评国家级工业节能服务机构。制定《被动
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省定
18家退城搬迁城市重点污染企业、39家危化
品企业全部完成搬迁改造。

二、促转型、抓升级，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抓转型升级。指导162家重点企业编制

转型升级方案。建设工业诊所三级诊疗体
系，开展“入企巡诊”活动。创建工业转型升
级试点示范县7个。3个项目获批国家高质
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8920 万元。累计培育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24家，4632家工业企
业已建立研发机构，规上制造业企业研发机
构建有率达到27.7%。

抓技术改造。制发《新一轮工业企业技
术改造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完
善省市分级协调推进机制，工业技改投资增
长6.9%，比年度目标（6%）高0.9个百分点，实
施省级重点技改项目1031项，总投资3044.2
亿元，预计新增销售收入 5946.3 亿元、利税
863亿元。98个省级重点技改项目拉动投资

238.2 亿元，拉动社会投资倍数达到 73.6
倍。新增规上企业326家。

抓新兴产业培育。出台《关于加快5G
发展的意见》。第六代AMOLED面板及模
组项目达产后新增产值近200亿元，特种气
体新材料项目投产后产品规模达到世界第
一，新增销售收入100亿元。研究编制了《应
急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推广应用
新能源汽车64367辆，完成全年任务148%。

三、优服务、减负担，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抓清欠。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减轻企业负担及清欠工作的部署要求，
截至 10 月底，清偿欠款 105.9 亿元，已提前
超额完成年底前清偿一半以上的国家目
标。根据全国企业调查分析报告，河北省减
负指数在全国居第 6 位，为企减负成效明
显。举办产融合作对接活动，支持工业企
业、中小微企业融资额度8600亿元、1.2万亿
元。建立厅长直通车、线上线下服务平台
等，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抓融合。集中开展15场企业上云上平
台系列对接活动，上云企业超 6000 家。累

计为11200多家规上企业提供了两化融合评
估，数量居全国第 5。入选国家制造业“双
创”平台试点示范项目6个（居全国第6）、全
国首批上云典型案例企业3家。2个项目列
入2019年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项目
（工业互联网方向）。印发《支持机器人产业
发展和应用的若干意见》，培育省级数字化
车间87家、总数达251家。

抓民营。河北省政企服务直通信息化
平台解决问题5153个，办结率99.7%。市县
领导为包联企业解决问题 5752 个，办结率
90.3%。培育国家小微双创示范基地3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家，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突破1000家。1-9月，全省民营经济
增加值增长7.1%，占GDP的68.5%。

抓特色。出台《特色产业振兴工作方
案》，明确特色产业 12 条发展路径，谋划了
440项大项目、好项目。指导所有县（市）编
制发展规划，制定155个振兴计划。印发省
政府领导包联特色产业方案。通过会议调
度、专项督导等方式压实市县责任，形成上
下联动、齐抓共促的工作体系。

2020年工作思路

2020年，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的指示批示精
神，坚决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九
次、十次全会决策部署，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进一步在“精准”和“深化”上下功
夫，重点实施十大工程，推动全省工业创新
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2020年，预期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5%左右。

（一）转型升级工程。将打好工业转型
升级等系列三年行动计划收官战作为重中
之重。深入推进万企转型，完善工业诊所三
级诊疗体系，创建“工业诊所”50 家以上。
启动规上工业技改三年全覆盖工程，实施
1000项省级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指导各市实
施100项重大技改工程。新增规上企业800
家以上。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500家，
总数突破1500家。培育康复辅助器具应用
示范机构15家以上。

（二）提质增效工程。深化工业设计举
措，开展工业设计进集群系列活动，省市工业
设计中心达到200家以上。深入实施“三品”
专项行动，培树一批质量标杆企业。培育省
级技术创新企业25家以上，规上制造业企业
研发机构建有率达到30%。

（三）产业链提升工程。推动优势产业链
提档升级，培育单项冠军企业。提升工业基础
水平，大力度支持一批产业化、工程化项目和
服务平台建设，全年实施10~15个重点项目。
打造一批全国重要产业基地。

（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入推
进民营企业“百千万”工程，打造一批隐形冠
军、百年老店和“民企航母”。开展省级重点
产业集群“六个一”工程。指导市县抓好产业
集群发展规划，年内超百亿、50亿元产业集
群分别新增6家和10家以上。

（五）数字化转型发展工程。推进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鼓励和引导企业级
工业互联网平台向行业（区域）平台转化，推
进5G+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实现万家企业
上云和两化融合评估实现规上企业全覆盖。
培育100个省级数字化车间，新增智能制造
示范园区、企业各5家以上。

（六）深化“双创双服”工程。发挥厅长直
通车、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等平台作用，提供精
准服务。强力推进民企清欠。开展多层次、
多批次银企对接活动。培训中小企业经营管
理人员1万人次以上。

（七）绿色转型发展工程。扎扎实实去产
能，确保压减平板玻璃产能840万重量箱、焦
炭200万吨。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行动，培育
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分别达20家、5家以上。

（八）开放合作工程。打造数字经济博览
会、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中国—中东欧中小
企业合作论坛等三大高端合作对接平台。

（九）行业安全工程。完善无线电管理工
作协调机制，实现部门间、区域间、军地间资
源共享、密切协作、高效协同，切实做好无线
电安全保障工作。

（十）干部队伍能力提升工程。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抓好“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和组
织生活会等组织生活制度的落实。

2019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三项新
的重大任务”为突破口，围绕加快“五个中心”
和“四大品牌”建设，聚焦产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聚焦智慧城市高效率运行，聚焦企业服务
优质化供给，聚焦制度环境精准化配套，各项
工作取得成效。

注重高端产业引领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聚力增能

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加强投资促进统筹。
制定《关于加强投资促进工作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上线全市统一的投资促进
平台，发布新版上海产业地图（投资促进导
引）。加快推进中芯国际、华力二期等一批重
大项目建设。建立产业投资项目大数据平台，
完善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产“绿色通道”。

加快产业创新转型，持续打响“上海制
造”品牌。瞄准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承接国
家重大战略，C919 首飞、ARJ21 商业运营，
3.0T 磁共振成像系统指标达到国际先进。
成功举办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入选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创新应用
先导区。

扎实推进服务经济，促进产业融合增
效。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推动市西软件
信息园加快建设，创建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
城市，全年软件信息服务业营收实现两位数
增长。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认定27家示范企
业、14个示范项目、7个示范平台，深化实施
产业电商“双推”工程，全年生产性服务业营
收增长 9%左右。创意设计产业发展，开展

“设计100+”行动、“时尚100+”行动，实施上
海品牌经济提升工程，推动品牌数据库建设，
创意设计总产出两位数增长。

注重优化统筹协同

智慧城市高效率运行深入赋能

建设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打造“双千兆宽
带城市”。加强5G基础设施建设，印发《关于
加快推进本市5G网络建设和应用的实施意

见》，完成超过 1.6 万个 5G 基站建设，实现
5G网络中心城区和郊区重点区域全覆盖。
推广5G应用示范，商飞5G工厂、智慧家庭
等试点示范加快推进。

加强信息化深入应用，提升城市现代化
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推动教育、卫生等行
业云建设，推动“一部手机游上海”等APP上
线运行，整合全市各项文旅资源；所有市级
公立医疗机构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和医学检
验结果实现互联互通互认；发布首批人工智
能应用场景试点单位和第二批人工智能应
用场景。发布《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
法》，年内开放数据集达 3500 项，鼓励政企
数据融合创新。

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强统筹推进，联合
打造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建成一批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
点，上线全国首个双语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发
者社区，创建国家工业互联网检测评估中
心。促进应用深化，支持宝钢等打造“5G+
AI+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新模式，构建临港
新片区、松江G60、嘉定、宝山等为支点的实
践基地。优化制度保障，建成全国首个工业
互联网孵化器；培育3个工业互联网人才实
训基地，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自评估企业
数超过4000家，通过评定企业超过100家。

注重强化体系建设

企业服务优质化供给持续推进

落实“民营经济27条”，完善企业服务机
制。出台高新技术企业、民企总部等17个配
套政策、9个实施方案，虹口、长宁等11个区
制定相关政策意见，建立市、区领导联系重
点民营企业工作机制。贯彻小微企业税收
优惠、减征“六税两费”等政策，新增减税近
千亿元；支持民企加快创新研发及产业
化。优化金融供给缓解融资难题，中小企
业千家百亿信用融资计划提前完成 100 亿
元目标。

协同各类企业发展需求，加强精准对接
服务。深化市企业服务云建设，市服务企业
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16个区和近600家
专业服务机构主动对接“服务云”开设旗舰
店，“市企业服务云”注册用户超过50万。编
印2019年惠企政策清单、涉企公共服务清单。

注重深化改革开放

制度环境精准化配套更趋完善

对接实施“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增强

发展新动力。聚焦临港新片区产业高质量
发展，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享受所得税优
惠政策重点产业目录。在洋山港和东海大
桥，国际首推“无人驾驶重卡”示范运营。
协同发展绿色生态一体化示范区，启动编
制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指导目录和项目准
入标准。

加强开放协同发展，促进职能转变环境
优化。发挥展会平台外溢效应，依托进博
会、工博会、信博会等，加强主题策划，提升
国内外项目、技术、信息等高端要素集聚浓
度。深化“放管服”改革，开展东西部扶贫协
作和对口支援工作，加强对口地区产业信息
化合作。

坚持新发展理念

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2020年，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将强化“四大功能”作为经
济工作的突破口和重要着力点，着力稳增长
优结构，加快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等产业创新突破，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促进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聚焦硬核科技、数字赋能、健康时尚、绿
色生态等产业集群，着力打造集群经济，构建
战略优势。在汽车、电子两个万亿级产业基
础上，聚焦集成电路、民用航空等领域，打造
硬核科技产业集群；聚焦AI+、5G+、大数据+
等赋能产业，打造数字赋能产业集群；聚焦生
物医药、绿色食品、时尚创意等产业，打造健
康时尚产业集群；聚焦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
等领域，打造绿色生态产业集群。实施生物
医药、绿色化工等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行动，
深入推动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
设，推动建设特色产业园区。

聚焦加强产业发展、投资促进、企业服
务“三个统筹”，着力打造创新经济，加快动
能转换。推动工业经济稳定运行，加强产业
链对接，进一步拓展有效需求，努力培育新的
消费增长点。建好人工智能+交通、医疗、传
感等中国赛道，以应用带动产业落地；聚焦临
港新片区等重点产业基地建设，加强生物医
药跨区域产业布局。大力支持装备首台套、
材料首批次、软件首版次应用，提升产业基础
能力与产业链水平。打响上海市企业服务云
品牌，推动国家级、市级服务机构全体上云
服务。

聚焦“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深化智慧城
市建设，着力打造数字经济，强化引领赋能。
围绕居家养老、课后看护、看病停车等“老小
旧远”问题，实施数字惠民专项计划。实施智
慧交通等领域“5G+”应用项目，加快5G示范
区建设。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超 200
家企业智能化转型，打造智能制造标杆工厂、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加
强智能硬件、金融科技、区块链、大数据等产
业集聚布局。

对接实施“三大任务、一大平台”，加快自
贸区新片区功能型、标杆性、旗舰型重大项目
集聚。围绕功能型总部经济、特色型服务经
济、融合型数字经济、前沿型创新经济、生态
型湖区经济，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引进一
批重大产业项目。加强科创板对接，落实推
进“科创企业上市贷”，做好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服务保障。

通过提高创新浓度、投资强度和经济密
度，确保“十三五”圆满收官，为制造强国、网
络强国建设贡献上海智慧，为提升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注入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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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结构调整步伐 打好河北转型升级收官战打好河北转型升级收官战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图为科林电气环网柜数字化智能装配生产线图为科林电气环网柜数字化智能装配生产线

聚焦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强化上海高端产业引领功能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完成超过1.6万个5G基站建设，

实现5G网络中心城区和郊区重点区域全
覆盖。

●上海认定27家生产性服务业示范企

业、14个示范项目、7个示范平台，全

年生产性服务业营收增长9%左右。22019019年年88月月2929日日，，2019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世博中心开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世博中心开幕

●1—11月，河北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5.6%，比年度目标（4.5%）高1.1
个百分点。

●河北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33家，居

全国第4。节能专项技改总投资179.9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