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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1937 年 7 月 7 日，
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
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
事变，
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企图灭亡中国。
1945年8月15日，
也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
忘记的日子。这一天，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
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以军
民伤亡 3500 多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取得了
伟大胜利，深刻昭示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的伟大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这个伟大胜利，
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
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抗战胜利是
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
宛平城墙坑坑洼洼的弹痕前、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记载历史沧桑的展品边、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里，参观者或低
语、或沉思、或感叹。参观人群中，一位父亲
低声对儿子说：
“当年，就是在这里，中华儿女
奋起抗争，中华民族这头
‘睡狮’
苏醒了。”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的永定河上，见证
了日本侵略者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也见证
了中华儿女奋起抵抗的决心。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
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制造卢沟桥事变。
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
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的号
召就通过电波激荡着亿万国人的心：
“ 平津

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
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全民族
实行抗战”，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社会各
界广泛响应。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第
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从那时起，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
炮火共赴国难。讲起这段历史，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激动不已：
“正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召唤全中
国的各党派各界各军、工农兵学商，以及海
内外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义无
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
斗争中。”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增兵
中国，妄图速战速决，在几个月内就使中国
屈服。但是，中国全民族抗战汇聚起气势
磅礴的力量，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
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38 年 10 月，日本侵
略者攻占广州、武汉，其攻势达到顶点，此
后就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
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43 年，八路军
卫南战役和林南战役揭开了中国战场对日
战略反攻的序幕，直至最后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
“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洗刷了近代以
来民族耻辱。”张云逸大将的孙子、北京新四
军研究会会长张晓龙说，中华儿女经过极其
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终于取得
完全胜利、获得民族解放。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
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7 年 11 月日军攻占太原后，在华北
战场，国民党军队从前线大规模后撤，八路
军则朝着相反方向大步挺进敌后沦陷区。
此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个抗日民主根据
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朗指出：
“ 中国
共产党人始终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支
撑起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历史充
分证明，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
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的关键。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
险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把全
民族团结起来，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与日
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中国共产党挺身而
出。1937 年 8 月洛川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制
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全面抗战
的路线。1938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撰写《论
持久战》，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
论”的错误观点，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
战争最初阶段就富有远见地指明了战争整
个趋势和发展过程，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
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为中
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维护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成为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坚
强政治领导核心。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
段，面对国民党的挑衅，中国共产党既联合
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求团结。1941 年 1
月 6 日皖南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依然以民
族存亡为重，坚决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
“纵观抗战始终，之所以能够维护
团结抗战大局，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高举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湘潭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李佑新说。
1938 年 12 月，日本发布《大陆命令第
241 号》，指令侵华日军以主要兵力进攻八路
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自此，以中
国共产党抗日武装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
在抗日战争中处于主导地位。美军驻延安
军事观察组评论道：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有
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整个抗战中抗击
了 60%的侵华日军和 95%的伪军，指战员伤
亡 60 多万人，抗日根据地的群众伤亡 600 多
万人。

伟大抗战精神将永远激励
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
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
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
胜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座
谈会上强调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
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抗日
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是
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
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柜中，一
把锈迹斑斑的大刀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讲解员介绍：
“抗战时期，中国军人凭着一腔
血勇，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依然手
持大刀奋勇杀敌，
不畏生死，
令人敬佩。”
八路
军用过的文书、枪套，
新四军的军鞋、搪瓷碗，
缴获的日军武器及装备，中国共产党创建敌
后抗日根据地示意图、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贡献示意图……一件件文物、一幅
幅照片，让参观者深刻感受到伟大抗战精神
的力量。
抗战时期，作家巴金写道：
“我们为着争
我们民族的生存虽至粉身碎骨，我们也不会
灭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
当时的一篇报纸社评写道：
“ 今天南北战场
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
仰，
知道牺牲自己，
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
万代的独立自由，
并且确有把握，
一定达到。”
抗战时期，
中华儿女就是这样，
为了民族生存
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是为了更好开创未
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门口，刚刚
看完展览的北京市民朱女士感慨：
“我带女儿
过来学习抗战历史、缅怀先烈，
让她知道今天
的生活来之不易，
努力学习，
将来为祖国贡献
一份力量。
”
卢沟桥畔 宛 平城，阳光 下已经有些暖
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雄伟庄严，纪
念馆前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独立自由勋章”
雕塑格外醒目。
（本 文 作 者 为《人 民 日 报》记 者 刘 学
葛亮亮 梁宇）

地方
“两会”透露哪些信息？
实习记者

杨帆

近期，在各地举行的“两会”上，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不少地区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发展重点。2021 年，地方政府明确了哪些数字经济发展的新目标，提出了哪些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发
展的新举措？
《中国电子报》梳理了主要省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内容，
以飨读者。

北京：推动量子、人工智能等前沿核心技术突破
2021 年，北京将深入实施人文
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以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建设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为新引擎，以疏解非
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强化创新核心地位，加快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标准推
进“两区”建设，推动改革开放取得
新进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构筑
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全力做好中关村、昌平、怀柔国

家实验室建设，推进国家重点实验
室体系重组。加快建设各类创新平
台和新型研发机构，着力推动量子、
人工智能、生命科技等前沿关键核
心技术联合攻关取得突破。加快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应用千兆固
网、IPv6，新增 5G 基站 6000 个。加
快人工智能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开
放服务平台建设，统筹谋划卫星互
联网、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节点建
设。组建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推动
数据资源高效有序流动和深度开发

利用。以数字化引领高精尖产业，
发展壮大信息技术、健康医疗、智能
制造、区块链和先进计算等优势产
业规模，推进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
区建设，加快卫星航天、高端精密仪
器和传感器等产业发展。落实中小
企业数字化赋能行动方案，推动产
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
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重点
发展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医
疗、智慧养老，解决好老年人运用智
能技术的“数字鸿沟”
问题。

天津：
着力打造集成电路、
车联网等十大产业链
天津将于 2021 年以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
系为重点，深入推进高质量发
展。以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为
抓手，加快重大科技设施平台建
设，高标准打造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加快建设新一
代超级计算机、大型地震工程模拟
研究设施、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
中心，推进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组

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建设，谋
划建设海河实验室。着力打造集成
电路、车联网等十大产业链，提高
产业配套率，发展壮大信息安全、
动力电池等国家级先进制造产业集
群。推动三星电机陶瓷电容器三期
扩能、爱旭科技高效晶硅电池等项
目投产，加快中科曙光基地二期、
一汽丰田、恒大新能源汽车等项目
建设。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5G、固定宽带网络提质升速，累计
建成 5G 基站 3.3 万个，在智慧城市、
智能制造、智慧港口等重点领域打
造一批 5G 应用示范标杆项目。做
强做优“城市大脑”，加强城市运行、
社会治理、政府监管等领域大数据
归集共享。推进智慧城市由试点示
范到全域覆盖跨越，建设 5G 全域应
用示范区。

河南：
重点建设 10 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
山西：培育 200 个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
2021 年，山西将突出创新核心
地位，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
推 进“111”
“1331”
“136”等 创 新 工
程，开展基础技术研究和关键技术
研发“双百”行动，加快光刻机用激
光器、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智慧
能源等领域技术突破。积极创建国
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
装置和国家级超算中心。
大力培育一流创新生态，建立
产业链链长和产业联盟会长“两长
制”，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

展。半导体产业拓展与中国电科战
略合作，构建“材料-设备-芯片设
计-芯片制造-封装-应用”产业链，
打造太原、忻州两个高端半导体材
料和器件产业集聚区。光电产业做
强 LED、光通信、光学镜头、相机模
组、手机零部件等主导产品，加快构
建“光电材料-光电器件-应用产品”
产业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
围绕纯电动、甲醇等方向，构建“零
部件-系统总成-整车”产业链，加快
新能源汽车规模化量产，支持太原、

晋中、长治、运城等地集群发展。光
伏产业加快提升新型高效电池核心
技术水平，构建“多晶硅-硅片-电池
片-电池组件-应用系统”产业链。
打造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和标杆
项目，培育 200 个智能工厂和数字化
车间，
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
重点布局 5G 等新一代信息基
础设施，再新建 5G 基站 1.5 万个，加
快推动市县城区 5G 网络全覆盖，在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建设一
批应用场景示范工程。

重庆：构建
“芯屏器核网”
全产业链
2021 年，重庆将加大力度推进
科技创新，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
科学城。谋划建设国家实验室重庆
基地，推进光大人工智能产业基地、
中国电子信创产业园等产业项目。
联动全域创新“赋能”，强化“五区联
动”，完善重庆高新区和北碚、沙坪
坝、九龙坡、江津、璧山 5 个行政区协
同联动机制。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持续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向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强化车
辆控制软件、车规级芯片等技术研

发应用。高标准建设车联网先导
区，持续提升整车品牌价值。坚持
研发、制造同步发力，拓展功率半导
体、超高清视频、智慧家居等产业发
展空间，支持联合微电子中心硅基
光电子项目发展，加快华润微电子
12 英寸功率半导体、京东方第 6 代
柔性显示面板、康佳半导体光电产
业园等项目建设。构建“芯屏器核
网”全产业链，做大集成电路、新型
显示产业规模，提升先进传感、电子
元器件发展水平，丰富智能终端产
品，完善工业互联网体系。

集聚“云联数算用”全要素群，
丰富“数字重庆”云平台功能，推动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枢纽节点和
国际数据港、西部数据交易中心建
设，建成中国移动边缘计算平台，推
进数据开放共享，挖掘大数据商用、
民用、政用价值。升级新型智慧城
市运行管理中心功能，建设智慧名
城重点应用场景、中新国际数据通
道创新应用场景。新建 5G 基站 2.1
万个，推动 5G 融合应用示范，拓展
智慧政务、交通、医疗、旅游等智能
化应用。

2021 年，河南将重点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围绕打造 10 大新兴产
业链，健全以省领导为链长的推进
机制，制定省市互补衔接的支持政
策，重点培育 10 个千亿元级产业集
群、100 家引领型企业和 100 个高水
平创新平台。对基础较好的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尼龙新材料、智能装
备、新能源及网联汽车 5 个产业，重
点突破新技术、发展新产品，强化协

作 配 套 能 力 ，推 动 规 模 和 质 量 提
升。对有一定基础的新型显示和智
能终端、网络安全、智能传感器 3 个
产业，积极引进头部企业，培育“专
精特新”
企业，
尽快做优做强。
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网络和一
体化融合基础设施，新建 5G 基站 5
万个，加快实施省大数据中心等项
目。对处于起步阶段的 5G、新一代
人工智能 2 个产业，深入拓展应用

场景，强化示范应用，抢占发展先
机。对于有前景、有条件的量子信
息等未来产业，加强跟踪研究，力争
实现突破。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造跨行业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开展产业园区数字
化改造，再推进 5 万家企业上云，选
树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带动上下游
企业向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
梯次演进。

广东：
加快 4K、
5G 技术规模化应用
2021 年，广东将深入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
设，强化广州、深圳“双城”联
动，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加快
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 5G 网络粤东粤西
粤北主要城区全覆盖，打造珠三角
5G 网络城市群。推进人工智能、
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产业发
展壮大。大力发展 5G 产业，推进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试验区建设，
加快 4K、5G 技术规模化应用。建
设工业互联网示范区，打造工业互
联网平台，支持产业链企业上云上
平台，加快工业制造技术和工艺软
件化、数字化。
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对标全球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
高地，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重要策源
地。推进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建设，加快建设光明科学城、松
山湖科学城等先行启动区以及南沙
科学城联动协同发展区，做强广深
港澳科技创新走廊。优化实验室体
系，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提升
10 家省实验室建设水平，加大对
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省实验室支持力
度，新建和改扩建一批高等级生物
安全实验室。加快东莞散裂中子源
二期、江门中微子实验站、惠州强
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建设，打造世界
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深入
实施“广东强芯”行动，加快在集

成电路、工业软件、高端设备等领
域补齐短板。精准实施省重点领域
研发计划、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粤
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瞄
准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
生命健康、种子科学等前沿领域加
强研发攻关，加快培育未来产业。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深入实施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六大工程”，聚
焦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家电、高
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推进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打好村镇
工业集聚区升级改造攻坚战，在湛
江、珠海-江门、汕头等区域规划
建设 3 个大型产业园区。加快国家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