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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
座谈会举办

本报记者 诸玲珍

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
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

本报讯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主持召
开“十四五”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
座谈会，听取了相关领域院士专家
和企业代表的意见建议，并就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推动“十四五”工业节能与绿色
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

辛国斌指出，“十三五”时期，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制造强国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落实
到规划、政策、标准各个方面，工业
节能与绿色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十四五”时期，我国总体上仍将处
于工业化中后期，钢铁、石化化工
等重点行业资源能源消费还将有
一定增长，人民群众对绿色产品的
需求也将进一步提升。我们要准
确把握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按
照制造强国建设战略部署，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培育绿色新

动能，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将绿色
变为我国工业发展底色。

辛国斌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着
力做好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领域
重大问题研究，关注新业态新模
式，在推动绿色发展过程中，出更
多实招、见更多实效。特别是在制
定“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过
程中，充分听取地方、行业、企业及
专家的意见建议，做好与各方面工
作任务的衔接，为今后一段时期工
业绿色转型找准突破口、抓住切入
点、夯实着力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邱定蕃，中国
工程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
长单忠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潘家华，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
学、华北电力大学及有关行业协会
教授专家，金风科技、隆基绿能、格
林美、北新建材等企业代表，工业
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出
席了会议。 （耀 文）

本报讯 日前，第 23 次中国
—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以视频
方式成功举行，会议发表了《中国
—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
伴关系的倡议》（以下简称《倡
议》），双方同意抓住数字机遇，打
造互信互利、包容、创新、共赢的数
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在数字
技术防疫抗疫、数字基础设施、产
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网络空
间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倡议》提出，要积极运用人工
智能、3D打印等数字技术和数字
解决方案抗击新冠肺炎和其他传
染病。推动共享疫情数字化防控
政策、措施、实践、解决方案。强化
双方在通信、互联网、卫星导航等
各领域合作，共同致力于推进4G
网络普及，促进5G网络应用。共
同建设可协作的商业框架和生态
体系，推动发展数字技术，支持数
字工业企业、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培育数字创业能力，为数字转型提
供解决方案，推动区域内数字贸易
更加公平，特别是制造业、农业、零
售业、教育、医疗、保健、旅游和专
业服务等领域。共同推动智慧城

市技术产业、重点应用领域、集成
解决方案方面最佳实践和标准互
认的交流，探索本地化的标准应
用，提升智慧城市品质和可持续
性。鼓励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
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共同加强数
字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共建跨境网
络安全事件响应信息共享体系，增
进双方网络安全法律、政策理解。

2020年为中国—东盟数字经
济合作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作为
数字经济合作年中方牵头单位，
与东盟各方推动建立中国—东盟
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策划
实施了近 20 项重点活动，有力配
合了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
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为中国和
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开创了新
局面。 （布 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

《建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
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
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
心竞争力。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在我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节点
上，就推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
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加快建
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作出的重大
战略部署，体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
的担当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特
征。站在新征程的发展起点上，我
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

《建议》的战略部署，奋力谱写制造
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新篇章。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工
业和信息化发展成就斐然，制
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

“十三五”是我国制造强国和网
络强国建设的第一个关键五年。工
业和信息化系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
展，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工业和
信息化发展，“十三五”时期工业和
信息化领域主要目标任务即将如期
完成，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进

展顺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十三
五”以来，我国工业和信息化综合实
力迈上新台阶，工业增加值由24.54
万亿元增长到31.71万亿元，年均增
长 5.9%，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
平。2019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
球比重的28.1%，建成全球规模最大
的光纤网络和4G网络，世界第一制
造大国地位更加稳固。当前，我国
工业和信息化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广度
和深度不断拓展，在创新驱动下制造
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进程加快，为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
实基础。

一批关键技术和产品取得重大
突破，产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十
三五”时期，我国动员各方力量加强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成17个国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持续实施工业强
基工程，加快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

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
基础软件、产业技术基础等基础技
术和产品攻关，一批重点领域核心
环节瓶颈短板问题初步缓解，产业
创新和基础能力稳步提升。“十三
五”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投入分别增长62.3%、55.1%，合计占
全部研发经费比重由 15.5%提高至
17.3%，2019年国际专利申请量居世
界第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
费 投 入 增 长 27.7% ，投 入 强 度 由
0.94%提高至 1.32%，企业技术创新
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在重点领域涌
现出一批创新成果。嫦娥揽月、
C919 试飞提速、北斗组网、天问启
程，航空航天装备技术水平大幅提
高。海斗探海、蓝鲸钻井、双龙探
极，深远海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
船舶快速发展。第三代核电装备处
于国际一流水平，动力电池单体能
量密度大幅提高。 （下转第2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教授 牛建伟

《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
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发表电商，让“尚义”品牌出了名

——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脱贫攻坚侧记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素有“北京北大门”之称的尚义
县地处塞北，在 2632 平方公里绿
色、纯净的土地上，20 万尚义人民
用勤劳和智慧孕育了莜麦、错季蔬
菜、牛羊肉、胡麻油、坝上土豆、口
蘑、蕨菜、枸杞、杂粮杂豆、中草药等
一系列优质农牧产品。“尚义·莜面”

“尚义·白萝卜”“尚义·黄芪”“尚义·
黄芩”……看着众多的尚义地理标
识品牌，工信部派驻河北省张家口
市尚义县挂职副县长的尹德淳心里
乐开了花。挂职两年来，他亲历了
尚义县电商扶贫从无到有、不断壮
大的发展过程。

2018年8月23日，尚义县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启动暨培训大
会正式召开，尚义县电子商务发展掀开
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页。（下转第3版）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工业产业链生态深度融合的产
物。2017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关
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
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提出工业
互联网“323”行动计划，树立了“到
2025 年，重点工业行业实现网络化
制造，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基本完
善，形成3～5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百万工业
APP，实现百万家企业上云，形成建
平台和用平台双向迭代、互促共进
的制造业新生态。

截至目前，工业互联网建设改
造成效显著，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
壮大，具有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平
台超70个，十大双跨平台平均连接
设备数量达到80万套，每个平台工
业 APP 平 均 数 量 超 过 3500 个 。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会议强
调要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
造业融合发展，要顺应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工业互
联网创新发展，加快制造业生产方
式、经营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
革，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水平。

工业互联网建设的

重要意义

工业互联网由云计算、边缘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5G 通信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通过实现
人、机、物的全面互联，构建全生产
链、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链接
的新型工业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发掘装备工艺
潜能，打造工业生产新范式。现阶
段，发展工业互联网，对于加速促
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向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发展，对于推动互联网
价值向实体经济延伸和与制造业深
度融合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一是发展工业互联网可以有效
提升制造产业的高端化水平，包括
生产装备的高端化、生产过程的智
能化和生产产品的精益化；二是发
展工业互联网可以有效推动实体经
济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催发生产制造新动力、
构建新型产业体系和生态；三是发
展工业互联网可以有效激发创新创
业新活力，可以跨时空、跨地域实现
创新资源的汇聚共享，催生柔性生
产、互联制造、个性定制和预测性维
护等工业生产新模式。

工业互联网现状的

观察与思考

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
应用已从基础能力建设逐步走向
行业落地阶段，形成了一批面向特

定行业、特定区域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推动了智能化生产、网络化
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
新智造模式的快速发展，但在工
业数据采集、大数据建模分析、行
业机理模型沉淀、工业 APP 培育
等各个环节仍存在瓶颈，亟须尽
快取得突破。

工业互联网技术的核心是对机
器设备和业务系统产生的数据进行
建模分析，将数据转化为指导设
备和业务进行优化的应用服务，
促进工业知识的沉淀、传播、复用
与价值创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是
一套综合技术体系，需结合不同
行业应用加强核心技术突破，实
现设计、生产、运维、管理等全流程
数字化和模型化，汇聚共享设计能
力、生产能力、软件资源、知识模型
等“智造”资源。 （下转第3版）

尚义县农民主播正在直播销售优质农产品尚义县农民主播正在直播销售优质农产品

本报讯 近日，工信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刘烈宏主持召开互联网
企业5G技术应用发展座谈会，专
题听取了互联网企业关于5G技术
应用进展情况汇报及发展意见建
议，并与参会企业代表座谈交流。

刘烈宏指出，5G作为新一代信
息通信技术演进升级的重要方向，
是实现“人”“机”“物”全面互联，构
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新型基础
设施。当前，我国5G建设处于全球
领先地位，推动5G技术跨领域、多
场景创新融合应用，对于助推经济
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刘烈宏强调，互联网企业要抢
抓5G技术发展的新机遇，高度重
视并加快5G技术研究，推进5G技
术应用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
高水平上实现创新发展。

刘烈宏针对互联网企业5G技
术应用发展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继续拓展消费领域应
用。抢抓5G技术带来的创新发展
机遇，充分发挥既有技术和资源优
势，深耕消费者端业务，发力超高
清视频、虚拟现实、全息视频等5G
技术关键应用，不断提升用户体
验，推动大众消费转型升级。

二是加速深化实体经济融
合。积极探索企业端业务蓝海，推
动5G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加
快5G技术在医疗、能源、政务等方
面的应用，助力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探索新技术在产业链、供应链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促进作用，让
城市社会更聪明更智慧。

三是持续加强产业交流合
作。以需求为引领，深化科研机
构、高校和企业的交流合作，搭建
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跨界交流，培
育产业生态，孵化更多创新应用，
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跃 文）

互联网企业5G技术应用发展
座谈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