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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创新生态营造创新生态 山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新兴产业山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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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做好““三篇文章三篇文章””辽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辽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11月份，山西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4.8%，全国排名第8位。

●11 月，山西省规上工业同比增长

10.7%，全国排名第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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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月份，辽宁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0.6%，增速较上半年提升2.9个
百分点。

●3月以来，辽宁省规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

速逐月提高，已连续7个月当月正增长。图为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将图为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将55GG技术运用在汽车生产线上技术运用在汽车生产线上

2020年主要工作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辽宁省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工业
经济发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引育发展新动能，提
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推动全省工
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一是抓运行，全力推动工业稳增长。制
定了《帮扶工业企业保市场主体工作方案》。
全省1730个投资500万元以上项目建设进展
顺利，108 个高质量发展工业项目加快推
进。抓好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保障，推动口罩
日产能从 5.6 万只提升至 1910 万只，防护服
从“零产能”提升至日产 22万件。加快工业
企业复工复产，制定了《企业复工防疫指南》
和两版《企业及员工疫情防控措施20条》，规
上工业企业复工率4月下旬已恢复往年同期
水平。通过全省上下不懈努力，1—10月份，
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6%，增速较
上半年提升2.9个百分点，3月份以来累计增
速逐月提高，已连续7个月当月正增长，是辽
宁省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指标之一。

二是抓创新，持续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
产业链水平。组织编制省工业重点产业链总
体方案和实施方案，构建“1+24+59”部省市
联动、各部门协同的动态建设体系，确定128
个龙头企业、谋划562个重点项目、7个重点
产业集群，绘制“两图三清单”，形成“产业基
础、产业链、产业集群”一体推进发展格局。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创建了辽宁省磁动力创
新中心，新认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74家，总
计839家。认定116项省级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产品。

三是抓谋划，聚力推进“十四五”规划编
制。确定了“1+4”规划框架，目前，各规划初
稿已全部完成。成立了项目谋划工作专班，
指导开展差异化项目谋划，筛选确定500万元
以上工业领域项目。依托“生产要素服务平
台”，向近万户企业征求意见建议。邀请重点
龙头企业对规划中24个细分领域进行研究。

四是抓落实，扎实推进省部会商各项工
作。围绕省部会商确定的 10 项重点工作，
辽宁省与工信部成功续签《深入推进辽宁
全 面 振 兴 全 方 位 振 兴 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印发《关于推进菱镁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意见》，加快推进辽化30万吨/年高性能
聚丙烯、辽宁奥克年产1000吨聚酰亚胺材料
全产业链等新材料重点项目建设。清理拖
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全省14个市及省
级政府部门、省属大型国企均提前一个多月完
成全年105亿元无分歧欠款应清尽清目标任
务。推进危化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2020年
年底前应完成的174户危化品中小型企业搬迁
改造任务在10月底前已全部完成，2025年年
底前应完成的14户大型企业提前完成5户。

五是抓融合，大力引育壮大工业发展新
动。推进数字产业化，大力发展“新基建”，
开通5G基站24281个，居全国第12位。推
动营口（东北首个）、葫芦岛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二级节点上线运行，已接入企业 151
户，标识注册量近 340 万。推进产业数字
化，遴选 100 个“5G+工业互联网”示范工
厂、示范园区，超过9000户工业企业上云上

平台，沈飞集团等4户企业入选国家大数据
产业发展应用试点，385户企业纳入国家工
业互联网企业名录，约占全国总数的 10%。
成功举办2020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推进
100个智能制造项目建设，完成投资48.5亿
元。新认定省级服务型制造企业24个、项目
11个、平台25个。27家工厂、2个园区、4种
产品入选国家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

六是抓政策，加快促进民营经济（中小
企业）发展。牵头制定应对疫情保障中小企
业生产经营25条措施，帮助企业应对疫情，纾
难解困。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
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激发
企业活力。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沈阳国际软件
园等6家单位和企业，获评国家小微企业“双
创”示范基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2021年工作重点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
之年，也是建党100周年。辽宁省将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辽宁工
业振兴为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
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
大文章，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工业
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全力建
设数字辽宁、智造强省。

一是加强规划引领，推动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做好规划发布，加强与部省相关规
划的衔接，上半年发布辽宁省《智造强省“十
四五”发展规划》及装备制造、原材料、信息、
消费品产业发展规划。制定实施方案，制定
辽宁工业振兴方案、推进数字辽宁建设实施
方案、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完善
工作机制，发挥工作专班作用，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和协调机制，加强与各部门的统筹协同。

二是强化创新驱动，打好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实施产业基础再
造工程，认定一批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
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展一批关键共性技术攻
关和重大产学研合作项目。推动产业链协
同融合发展，组织开展一系列供需、产融、人

才、技术等对接活动。围绕《辽宁省重点产业
链投资指南》，配合做好招商引资工作。融入
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参与东北地区、京津
冀、长三角等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推进与江
苏、天津、河北、黑龙江等省市产业链“互嵌式”
发展。加快中德产业园、中英（大连）先进制
造产业园发展，深化与东北亚国家交流合作。

三是深化融合发展，加快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推动数字产业化，筹备办好2021年全
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推进营口、葫芦岛等标识
解析二级节点扩大运营规模，争取新增一批
二级节点。制定“星火·链网”超级节点建设
方案。推动产业数字化，推进 100 个以上

“5G+工业互联网”示范工厂、示范园区建设，
培育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贯彻《深入推进辽
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全面推进辽宁省与华为、腾讯等战略合作。

四是加快技术改造，提高工业发展动
力。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谋划一批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产业优化升级项目。推进高质量
项目建设，借助“三方联动”试点平台，扩大企
业与金融机构合作范围，加强项目信息共享，
解决融资难题。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推进100
个智能制造重点项目。培育一批省级绿色制
造单位和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和项目。

五是稳定市场主体，推动企业发挥更大
作用。做大做强龙头企业，鼓励产业链龙头
企业，加速关键资源整合，培育一批“单项冠
军”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快
民营经济（中企业）发展壮大，培育一批“专精
特新”产品、中小企业和“小巨人”企业。培育
发展科技型企业，引导企业与国内知名高校
院所建立产学研联合体。强化企业服务，搭
建生产要素服务平台，制定《工业高质量发展
推荐产品目录（2021 版）》，推动上下游企业
供需对接协作配套。

六是强化政策保障，释放工业发展潜
能。争取工信部政策，积极争取首台（套）装
备、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专项。谋划辽宁
省政策，推动设立工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
金。落实已有政策，用好省首台（套）保险补
偿、工业互联网专项资金，以及小升规、规升
巨企业培育工作奖励资金。

2020年重点工作

2020 年，山西工信系统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紧扣
习近平总书记“六新”突破和“率先蹚出一条转
型发展新路来”的重大要求，聚焦创新生态打
造、新兴产业培育、传统产业改造、数字经济发
展等重点工作，创新举措、狠抓落实，全省工业
和信息化高质量转型发展取得积极成效。1—
11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全国排名第8位。11月份当月全省规上
工业同比增长10.7%，全国排名第7位。

工业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发展。成立医药和物资保障组专
班，推动山西省口罩、防护服、熔喷布、红外测
温仪等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实现“零”的突破。
大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认真做好产供需对
接，组织开展21场供需对接活动，达成合作
协议或意向 131.63 亿元。全力推进清欠工
作，无分歧欠款清偿比例100%。

一流创新生态构建成效显著。着力构建
“政产学研金服用”七位一体创新体系，提升产
业创新服务，新培育59户省级企业技术中心、3
户国家质量标杆企业，扎实推进166个关键技
术研发和177个创新项目实施。全力推动规上
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全覆盖率达
99.9%，年底将全面完成。

新兴产业培育取得重大进展。大力实施
“5432”制造业千亿元产业培育工程，全面打
造14个标志性引领性新兴产业集群。制定
实施支持5G、信创产业、新材料产业、集成电
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揽子政策
措施，促进高成长性产业提速发展。信创产
业建成了从CPU芯片、操作系统、中间件，到
整机、外设和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整机生产
能力达到260万台。大数据产业全省已建、
在建数据中心设计标准机架达到23.36万架，
服务器能力近240万台，年均增长率、上架利
用率均达到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半导
体产业形成了砷化镓、碳化硅等第二/三代半
导体衬底材料-芯片-封装-应用产业链。光
机电产业形成多元发展格局；新材料产业聚
焦碳基新材料、生物基新材料、半导体新材

料、特种金属材料四个领域率先突破；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发展先进轨道交通、智能
煤机、新能源汽车等。积极布局新基建，全
省累计开通5G基站15515座，开通率居全国
第一方阵；阳煤集团新元煤矿、霍州煤电庞庞
塔煤矿率先建成井下5G专网，成为全国智慧
矿山建设的典型示范。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企业技术改造，
组织实施 396 个技改项目，安排技改资金
15.1亿元。着力推动钢铁、焦化等传统产业
压减过剩产能，积极培育和释放先进产能。
加快绿色化发展，朔州、晋城、长治三大国家
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稳步推进。
加快推进智能制造，遴选100户制造业规上
企业开展智能制造诊断活动，新培育省级智
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40户。

工信领域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遴选
10座煤矿和50个智能综采工作面开展煤矿
智能化建设试点，制定出台煤矿智能化标
准。积极推进电价机制改革，围绕战略性新
兴产业用户终端电价0.3元/千瓦时的目标
导向，完成两批新兴产业电价市场化交易，
交易电量近百亿千瓦时。积极开展“云推

介”“云签约”等活动。成功举办晋阳湖·首
届集成电路和软件业峰会。

2021年工作思路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起步之年，是
山西“转型出雏形”的开局之年。山西工信
系统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
思路和要求，坚持创新驱动和换道领跑，推
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高端化、智能
化”优先发展，抢占制高点，打造增长极；坚
持优势转换和直道冲刺，推动传统产业“绿
色化、数字化、链条化”改造升级，为新兴产
业发展拓展空间和提供支撑；坚持数字赋
能和弯道超车，加快全行业各领域数字化
发展进程，努力实现工业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全力推动工业和信息化高质
量转型发展。

一是大力推动创新生态构建。着力打
造“政产学研金服用”为一体的创新体系，
实施研发活动提质达标行动，推动企业创
新全覆盖由量向质转变。实施创新主体

“领跑”“强筋”“育苗”计划，开展 100 项基
础技术研究和 100 项关键技术研发，推进
重点领域研发由弱关联向强关联转变。加
快多层次、多元化研发机构建设，推进创新
人才队伍引进、培养、拓面、提质、增效，推
进政策再拓展、再深化，打造政策洼地和营
商高地。

二是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做实信
创产业根基，打造“PK 体系”、鲲鹏体系区
域中心，开展重点领域信创应用试点。做
厚大数据产业承载力，加大5G、云计算、网
信安全等领域大数据应用拓展，着力打造
环首都数据存储中心、国家重要数据资源
灾备中心、中西部算力中心和数据服务应
用基地。做强半导体材料竞争力，建设碳
化硅三代半导体材料百亿元级产业园和磁
性防护材料产业园，打造太原、忻州两个高
端半导体材料和器件产业集聚区。做大光
电产业规模，做强光通信、光学镜头、相机模
组等主导产品，构建“光电材料-光电器件-
应用终端”产业链。做深 5G、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加快5G基站部署和独立组网，打
造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推进工业互联网行
业级平台建设，加快形成人工智能和工业互

联网产业“生态圈”。做宽数字化应用领域，
积极推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物联网和电
子商务等领域的应用，全面普及推广DCMM
标准体系，鼓励支持平台经济发展。

三是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
高端化、智能化发展。加快产业集群培育，推
动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错位发展，全力
打造国家新材料产业集聚区。促进产业向高
端化发展，积极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在工业中
的占比。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深入开展省
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培育，全面推开智能煤
矿建设。

四是大力推动建链延链补链强链。提升
产业基础高级化水平，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
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大传
统产业技术改造力度，加快绿色制造体系建
设，打造节能环保绿色转化先导区。推进产
需对接常态化，开展新产品首批次示范推
广。建立产业链链长制，统筹推动产业链体
系化发展。推动传统产业链条化发展，打造
钢铁、有色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链条。

五是大力推动项目建设。制定实施年度
工业转型项目推进工作方案，持续挖掘和推
进一批投资规模大、示范带动作用强的重大
项目。强化项目包联服务，持续落实重大项
目领导包联责任。充分利用工业云平台抓好
项目线上跟踪调度，做好项目进度分析研判。

六是大力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开展
“小升规”专项行动，力争培育“小升规”企业
1000户。开展入企服务专项行动，提升问题
的解决率和办结质量。开展在线监测专项行
动，依托工业云平台加强运行监测调度，提高
经济运行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开展中小企业云服务专项行动，建立全省中
小企业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七是大力推动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氢能
产业发展、煤炭分质分级利用试点、打造风电
和光伏装备产业链等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任务。积极打造开放合作新平台，深度融入
京津冀、长三角、黄河流域等国家战略，做到
上接天线、下接地线、横向连线。加强招商引
资、引智，以14大标志性引领性产业集群为
重点，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吸引一批国际国内
重点企业来晋投资兴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