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论

开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新局面
今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

凡的一年。面对严峻挑战和重大
困难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
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带领全党
全国人民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在
这极不寻常的年份创造了彪炳史
册的辉煌，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
世界瞩目的答卷。工业和信息化
系统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自觉把“两个维护”体现在行
动上，战疫情、促发展、保稳定、增
动能，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步。

“十三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
务如期完成，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
展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

在今年疫情防控的大战大考
中，工业和信息化系统闻令而动，
坚持“全国一盘棋”，勇挑重担、冲
锋在前，彰显了新时代工信人的责
任与担当。在抗击疫情中，我国完
备的制造业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支撑作用，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在抗击疫情中，建立制造
业全产业链复工复产对接机制，增
强了产业协同恢复能力，4月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率先由负转正，
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实现正增长；

在抗击疫情中，制造强国和网络强
国建设稳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和
重大技术装备攻关任务取得阶段
性突破，5G 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城
市覆盖，终端连接数超过2亿。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
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给工
业和信息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更高
要求，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
化。工业和信息化战线既是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
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战场、主
力军，又是实现“新四化”、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排头兵
和第一方阵。“十四五”时期，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建
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把科技自
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全面推进产
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推
动工业化和信息化在更广范围、更
深程度、更高水平实现融合发展。

明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开启，“十四五”开局，做
好工业和信息化各项工作极为重

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主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
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
统观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
眼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全局，
把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摆在突出重要位置，落实“六
稳”“六保”任务要求，增强重点产
业和关键环节自主可控能力，更好
支撑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
保“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100周年。

做好明年工作，要清醒地看到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面对复杂严
峻的外部环境，行业发展进入到滚
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产
业基础和产业链安全问题更加突
出，高端供给短板明显，多个领域
存在“卡脖子”难题，新的供需结构

性问题不断出现，发展的质量效益
亟须提高。做好明年工作，必须坚
持把系统观念贯穿始终，要统筹

“十四五”任务和年度工作关系，聚
焦主责主业，把有限精力和资源聚
焦到最急需、最紧迫的核心领域和
关键环节，确保迈好第一步、见到
新气象。做好明年工作，要加强战
略性、机制性、制度性、体系性建
设，夯实行业监测体系建设、顶层
架构设计等基础性工作，增强前瞻
性、系统性、主动性。

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中央决策部
署有效落实，做到令行禁止。要深
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和党的组织路线，全面提高党的
建设质量，为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任
务提供根本保证。

“十三五”收官在即，“十四五”
大幕将启。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齐心协力、锐意进取，以制
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优异成
绩迎接建党100周年，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表彰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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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基础和关键领域创新突破

● 着力稳定和优化产业链供应链

● 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 大力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

● 加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 坚定落实改革开放举措

●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保障支撑

● 科学制定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十四五”规划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0212021年抓好八个方面重点任务年抓好八个方面重点任务

本报讯 记者胡春民报道：12 月 28 日—29 日，全国

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总结

2020年工业和信息化工作，分析形势，部署 2021年重点工

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作工作报告。

会议总结了 2020 年工业和信息化工作和五年来所取

得的成绩。2020 年，工业和信息化全系统坚决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自觉践行“两个维护”，战疫情、促发

展、保稳定、增动能，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步。全力保障

防疫物资支撑疫情防控。工业回稳向好支撑我国经济实现

正增长。制造强国建设稳步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取得新成

绩。政治机关建设持续加强。

经过 5年持续奋斗，“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如期

完成，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2016—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7%，由 20.95

万亿元增至 26.92 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达到 28.1%；数字经

济规模年均增长16.6%，由22.6万亿元增至35.8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6.2%。提前两年完成钢铁去产能 1.5 亿吨

目标，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16%。建成

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 4G网络，5G产业整体实力跻身全

球高端。嫦娥揽月、天问启程、万米深潜等重大创新成果亮

点纷呈。

会议指出，工业和信息化战线既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战场、主力军，

又是基本实现“新四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排头兵和第一方阵。“十四五”时期，全系统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网

络强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全面推进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在更

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要突出

抓好五个方面任务：一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二是增

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三是加快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四是培育壮大优质企业，五是构建新型信

息基础设施及应用生态。

会议强调，2021 年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更好统筹发展

和安全，着眼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全局，把推进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摆在突出重要位置，

落实“六稳”“六保”任务要求，增强重点产业和关键

环节自主可控能力，更好支撑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确保“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会议指出，2021年要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

一步、见到新气象，突出抓好八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任

务。一是推动基础和关键领域创新突破。发挥科技自

立自强对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聚焦基础技术和

关键领域，大力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精准实施产业

基础再造工程，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创新

产品应用生态。二是着力稳定和优化产业链供应链。

聚焦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重点产业领域，

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全面系统梳理

我国制造业发展状况，开展制造业强链补链行动，推动

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节点，实

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坚决压缩粗钢产量，

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中度。 （下转第4版）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以 来 ，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

挥、亲自部署，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工业

和信息化系统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闻令而

动、迎难而上、积极担当、全力奋

战，争分夺秒提升生产供给能力，多

措并举抓好重点医疗物资保供和通信

大数据支撑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促进经

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作出了重要贡

献，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催人奋进

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集中体现了

工业和信息化系统的强大组织力、行

动力和战斗力，充分展现了全系统干

部职工忠于职守、众志成城、无私奉

献、冲锋在前的政治品格、责任担当

和精神风貌。

为表彰先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激发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广大干部

职工干事创业、奋勇前进的强大动

力，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授予武汉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专班等100个集体“工业和信息

化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称号、授予张彧等300名同志“工业

和信息化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称号。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

立新功。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上，工业和信息化系

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全体干部

职工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履职尽责、砥砺前行，紧扣新发展阶

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更好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力落实“六保”任务，加快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不断推动

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

阶，为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