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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丽琳

“2020年，浙江连续打好‘抗疫’‘化危’‘促稳’‘做强’四场大仗，全省工业经济实现‘V型回升’。1—11月，全省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利润同比增长11.5%，充分展现了浙江工业经济应对复杂严峻局面的强大韧性和活
力。”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徐旭在近日召开的2021年浙江省经信工作会议上表示，“2021年，全省
经信工作将扛起数字赋能现代化先行、产业体系现代化先行的使命担当，落实‘六稳’‘六保’任务要求，着力推动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做深做细十大标志性产业链

2021，相关部门工作会

透露哪些信息？

实习记者 杨帆

2021 年，浙江将实施产业集群
培育升级行动，完善“一集群一机
构”的新型集群发展促进机构体系。

20212021年地方重点工作解读年地方重点工作解读

2021年，浙江将重点围绕构建新发展格
局，实施“三个千亿”投资工程；围绕创建传
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国家示范区，实施传统制
造业改造提升2.0版。

在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方面，推进千亿元
数字经济、千亿元新材料、千亿元高端装备
等重点项目工程，完善制造业重大项目落地
全周期服务，力争完成重大制造业项目投资
1000亿元，工业投资增长6.5%以上。编制全
省产业链招引指南，大力实施“一局长一项
目”，招引强链补链项目500个以上。开展新
一轮技术改造，实施省级智能化改造、绿色
制造、制造新模式、产业基础再造、新兴产业
等“五个一批”示范项目500项，推进重点技
术改造项目5000项，完成投资1500亿元。

在深化浙江制造拓市场行动方面，拓展
浙江制造数字化营销渠道，持续释放“春雷

计划”“严选计划”“商超计划”的带动作用，
提升浙江制造工业品的线上营销渗透率。支
持垂直电商平台与浙江制造企业开展深度
合作，加大对非消费类工业品网络营销力
度。抓好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等国家信息
消费示范城市、示范项目建设。

在实施传统制造业改造方面，以“三化
四名”为重点推进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2.0
版。以分行业省级试点和工业大县为重点，
加快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
一体打造“名品+名企+名产业+名产地”，形
成一批经典产业、时尚产业、支柱产业。

在加快推进新智造方面，制定深化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推进新智造
的实施意见，实施“5G+工业互联网”工程，推
广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智能化生产、服
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等新智造模式。遴选实

施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试点企业（项目）
各 100 个。实施智能制造领航行动，新培育
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100家。加强工
业机器人推广应用，新增工业机器人2万台。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今年还将围绕做优
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新动
能培育，打造百亿元级“新星”产业群。一方
面，大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
端装备、新能源及智能汽车、绿色环保、航空
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推动“新星”产业群
发展，加快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另一方面，积极孵化与加速未来产业，布局
发展人工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类脑芯片、区
块链、量子信息、柔性电子等未来产业，谋划
产业发展平台，加快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
推进前沿技术与产业跨界融合示范，打造未
来技术应用场景。

记者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 2020 年
里，浙江突出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
工程，扎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构建

“1+2+10+X”工作推进体系，系统摸排断
链断供风险 449 项，推进产业链协同创新
项目 115 项，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备份提升
34 项。制定产业链提升发展“一链一方
案”，绘制产业链“鱼骨图”，建立省政府
领导挂帅的“链长制”，成立一链一企业服
务团，组建 105 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
体，打造十大标志性产业链。在会上，徐
旭对这项工作又进行了具体部署，他说：

“今年，浙江要围绕打造标志性产业链，探
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一县一经验’，培育
先进制造业集群。”

一是优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体

系。加强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作的领导，
筹备召开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全
面落实部省共建先进制造业基地战略合作
协议，争创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
完善部门协同、省市县联动的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滚雪球”推进机制，推进 22 个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市、区）探索“一县一经
验”。制定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指
标体系和监测评价办法，组织实施浙江制造

“天工鼎”评价激励。
二是实施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

链提升工程。深化“1+2+10+X”推进工作
体系，建立十大标志性产业链运行监测体
系。抓好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安全高效发展
行动计划，加快推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和产业化应用。组织实施产业链协同

创新工程，抓好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急用
先行项目实施，力争完成验收60项、建设实
施60项、谋划实施60项。深入实施产业链
全球精准合作专项行动。推进“一链一方
案”和产业链“链长制”，做深做细十大标志
性产业链，培育支持一批富有地方特色的细
分产业链。

三是培育“415”先进制造业集群。实施
产业集群培育升级行动，完善“一集群一机
构”的新型集群发展促进机构体系，改造提
升一批既有产业集群，力争重点行业入选国
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全覆盖。争创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落实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示范园区建设实施方案，开展制造业园
区高质量发展星级评价，建设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示范园区。

数字经济是浙江高质量发展的“一号工
程”和“第一动能”。2020年，预计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达 6800 亿元，数字经济日益
成为浙江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转型升级的主
动能和创业创新的主阵地。为了进一步促进
数字经济发展，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审议
通过了由浙江省经信厅承担起草的《浙江省
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成为全国首部以促进
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2021
年我们设定的目标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增长10%以上。”徐旭在会上指出。为实
现这一目标，浙江将通过五个方面来实现。

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组织开
展《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宣贯，加强配
套政策制定落实。以数字经济“一号工程”
2.0版为总抓手，着力在新技术、新制造、新
基建、新业态、新治理等方面取得突破。持续
推进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加快建设“三
区三中心”，促进平台企业依法规范发展和
创新发展。加快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全面落实81项重点任务。推进17个
省级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打造数字产业化发展引领区。制定实施
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指导意见，打
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提升新型元器件、智
能光伏等产业发展水平，壮大云计算、物联网
等新兴产业，培育发展超高清视频、虚拟现
实、智能网联汽车等融合型产业。突出发展集
成电路和软件产业，加强集成电路重大项目
规划布局，巩固设计、装备和材料先发优势，
补齐产业链基础短板，力争产业规模突破
1200亿元；落实加快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意见，实施重大自主软件应用推广等五大
工程，力争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00亿元、增
长13%。推进大数据应用示范及产业发展，省
级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达到200家。

建设工业互联网国家示范区。出台工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提升“1+N”工业
互联网平台体系，新创建省级工业互联网平
台 50 个，其中面向十大标志性产业链和百
亿产业集群各 10 个，打造环杭州湾工业互
联网产业带，推进“双城”联动（杭州打造“国
际工业互联网之都”，宁波打造全球工业互
联网研发应用基地）、“双链”畅通（产业链与

供应链畅通），打通需求与供给，贯通消费与
制造，创建工业互联网国家示范区。培育发
展“云上企业”，抓好行业云应用示范平台、
上云标杆企业的培育和示范推广，促进企业
云上数字化转型。全省累计行业云应用示范
平台达50家，上云标杆企业达400家。

打造数字新基建创新示范省。全面推动
5G基站建设“一件事”集成改革，各市逐步实
现新增5G基站建设全流程线上审批管理，累
计建成5G基站8万个，实现乡镇以上5G信
号全覆盖。协调推进国家（杭州）新型互联网
交换中心试点。深化IPv6规模部署，推进本
地网络基础设施、政府门户网站等改造。推进
云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支
持四大都市区建设国家级区域型数据中心。

深化以城市大脑为核心的“数智治理”。
全面推广城市大脑杭州经验，推进各设区市
全覆盖。推进优秀场景应用复制推广和融合
型场景应用创新开发，推广“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的城市大脑建设运营模式，强化产业
平台支撑，发展壮大浙江省城市大脑产业联
盟，构建城市大脑产业生态圈。

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
2021 年，浙江将培育发展“云

上企业”，累计行业云应用示范平台
达50家，上云标杆企业达400家。

“三个千亿”工程扩大工业有效投资
2021 年，浙江力争完成重大制

造业项目投资 1000 亿元，工业投资
增长6.5%以上。

国家能源局于 2021 年将着力增强安
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夯实煤炭煤电兜底保
障，深化电力安全监管；提高能源供给水
平，加快风电光伏发展，稳步推进水电核电
建设，大力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储存能力，深
入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进一步优
化完善电网建设；升级能源消费方式，坚持
和完善能耗“双控”制度，大力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扎实推进冬季清洁取暖，持续释放

能源惠民利民红利；推进能源科技创新，加
快核心技术装备新突破，努力打造能源技
术装备新优势，深化建设能源科技创新新
平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电力、油气
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
推进能源法治建设；加大能源监管力度，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开展重点任务监管，
强化监管能力建设；拓展国际合作空间，高
质量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积极推动
构建国际能源治理新秩序。

编者按：近期，国家多个部门召开了年度工作会议，总结2020年成绩，部
署2021年重点工作。本报将有关部门2021年与工业和信息化相关的工作
进行梳理，以飨读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2021年，发展改革系统将着力稳定宏
观经济运行。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完善宏观政策组合，强化预期
管理，促进形成系统集成效应。实施扩大
内需战略，完善内需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力推
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精准施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构建创
新创业创造良好环境。扎实推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巩固成果和完善发展工作。推动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确

保粮食安全。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持续
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向外疏解，高标准、高
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加快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和市域/郊铁路建设，推
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制度
创新，抓好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整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实施国有企业
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
化和结构调整，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弘
扬企业家精神。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落实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稳步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科学技术部

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

2021年，全国科技管理部门将推进国
家实验室建设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
组，强化科技创新基础能力。健全新型举
国体制，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战。发布“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健全规
划实施和资源配置机制。制定实施基础研
究十年行动方案，提高创新策源能力。强
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高新技术

研发应用。大力发展农业和民生科技，保
障人民生命健康和民生福祉。加快建设区
域创新高地，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深
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
能。强化作风学风建设和科技监督，构建
大监督格局，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充
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坚持开放包容互惠
共享，加快提升科技创新国际化水平。

交通运输部

加快推动智慧交通发展

2021年，交通运输部将以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为统领，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
体系，奋力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为构建新发
展格局当好先行。深化交通运输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当好先
行。全面做好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具体工

作。扎实推进巩固拓展交通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深化交通
运输改革。加快建设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
门。加快推动智慧交通发展。大力发展绿
色交通。进一步加强交通运输对外开放合
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交通。

商务部

搭建消费升级平台

2021年，商务部将以推动商务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抓
好以下工作。在促进畅通国内大循环方
面，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
需求侧管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激发
消费潜力，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打通内
循环堵点，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提升
传统消费能级，加快培育新型消费，搭建消

费升级平台，优化流通网络布局，培育壮大
流通主体。在促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方
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
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稳住外贸
外资基本盘，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促
进内外贸一体化。

国家统计局

办好联合国大数据全球平台中国区域中心

国家统计局 2021 年将加快推动大数
据等新技术在统计中应用。编制“十四五”
统计信息化发展规划。深入推进大数据在
农业、价格、人口、服务业、贸经、住户等统
计调查中的应用。巩固拓展联网直报平台
应用，加强统计云项目建设。办好联合国
大数据全球平台中国区域中心。此外，还

将研究制定数字经济和节能环保、清洁能
源、清洁生产等统计分类标准。加强统计
全面质量管理，制定国家统计质量保证框
架、统计流程规范。开展企业在现有管理
系统中增加统计台账模块试点。推进县乡
两级统计规范化建设，出台进一步加强统
计基层基础建设的意见。

国家能源局

提升新能源消纳及储存能力

浙江浙江：：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