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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新中国信息通信业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小红船，到
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我们党
领导人民在各行各业取得了辉煌成
就。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信
息通信业坚守初心使命，紧紧依靠
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突破一
个又一个难关，走过了极不平凡的
历程，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积累了宝贵经验和巨大财富。

一、党领导信息通信业的
发展历程
革命战争时期，信息通信业从
无到有，创立“科学的千里眼顺风
耳”
，为保障党中央指挥全党全军作
出重要贡献。1930 年，以“一部半电
台”为起点，我党超前组建了直属参
谋处的无线电通信队。1934 年，为统
一和加强对通信工作的领导，
成立了

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军委三局）。此
后十余年，军委三局一直是我军通信
部的领导机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
三局组建和新建抗日根据地的各级通
信部门，初步建成以延安为中心、辐射
全国的无线电通信网，有力保障党中
央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挥。解放战争
中，三局为保障重庆谈判、中共中央转
战陕北以及各次重大战役、战斗和解
放全中国通信联络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信息通信业稳步
发展，发挥基础性公共事业作用，
保障
了国家重点通信的需要。新中国成立
后，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央军委三局组
建政务院邮电管理部门，推动信息通
信业起步发展、在探索中前进，充分发
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增强
综合能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提供通
信服务等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
1949—1952 年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
连通了北京至各大行政区的电信干
线，国内长途通信网初具规模。
“一五”
计划时期，
电信部门对通信网络进行了
有计划的扩建和改造，
初步建成了以北
京为中心、辐射全国大城市的通信网
络。
“二五”计划时期，电信建设取得较

快发展，研制并投产使用了 1000 门
纵横自动电话交换机、
312Ⅳ型明线
12 路载波机、55 型电传打字机等较
为先进的电信设备，通信能力大幅
提升。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信息
通信业发展有所放缓，截至 1977 年
年底，
全国固定电话用户达 183.4 万
户，
是 1949年的近 9倍。
改革开放后，信息通信业由小
到大，快速成长为国民经济先导性
行业，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随
着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商品经济日
趋活跃，通信服务需求爆发增长。
通信能力严重不足，成为制约国民
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之一。在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信息通信
业用 20 年时间走完了国外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成为发展
最快的行业之一。截至 1997 年年
底，我国电话用户总数达 8349.8 万
户，是 1978 年的 20 倍。1998 年后，
我国信息通信业历经政企分开、邮
电分营、电信重组等一系列重大改
革，市场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建成
了覆盖省会城市和重点地区的“八
纵八横”光缆传输骨干网，推动移

动通信走进千家万户，实现了互联
网快速普及和蓬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信息通信业跨
越式发展，
支撑网络强国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信息通信业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的重要思想，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
加快行业监管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建设，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障体
系，
推动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社会各
领域深度融合，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成为国民经济的
战略性、
基础性、
先导性行业，
促进了
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
提高。信息通信业在实现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跨越的基础上，
正迎来由大
向强的跃升。

二、党领导新中国
信息通信业的发展成就
从网络供给能力看，基础设施
持续演进升级，支撑水平实现历史
跨越。
（下 转 第 6 版）

护航中小企业 为经济平稳发展增添活力
——2022 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述评之三
本报评论员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中小企
业强则经济强。要保持中国经济平
稳发展的态势，护航中小企业发展
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
业，对中小企业发展作出了一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李克强总理多次部
署，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国务院副
总理刘鹤强调，要坚决支持中小企
业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
好环境。
今年以来，中小企业发展环境
持续优化，生产经营总体保持稳定
恢复态势。以工业领域中小企业为
例，今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中小企

业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22.8%和 32.5%。同时，中小企业创新
活力不断增强，特别是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表现优异。2020 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中有 13 个项目是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参与申报的。11
月 15 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市，81 家
首批上市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
“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但总体来看，中小企业的发展
还面临着不少挑战和困难，在一定
时期经营压力较大。考虑到国内外
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明显增多，下行压力加大，一
些中小企业又刚刚
“大病初愈”，
政策
支持有必要保持力度和连续性，
为中
小企业的复元发展作好后盾。

10 月 2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
究部署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
纾困的政策支持力度，要求多策并
举有针对性地加大助企纾困力度。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
度的通知》。同时，国务院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
印发了《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办
实事清单》和《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
若干措施》。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
亚庆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专访
时表示，2022 年，工信部将坚持纾困
解难强帮扶与支持创新促升级两手
抓，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在为中小企
业办实事、求实效上下功夫。
“ 加大

对中小企业的纾困帮扶，促进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被工信部列为 2022
年六个方面重点任务之一。
中央和相关部委的决策部署无
疑为中小企业送上了“定心丸”。
国家凝聚部门合力，助企纾困与激
发活力并举，既利当前、又惠长
远，形成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
策“组合拳”。下一步，我们要抓
好各项惠企政策的落地见效，为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多办实事、
办好实事，推动中小企业平稳健康
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打通企业发展
“堵点”
“卡点”。企业家精神就像鱼
一样，水温合适，鱼就会游过来。
（下转第 4 版）

畅通显示产业链 关键材料要补强
本报记者

卢梦琪

2020 年中国新型显示材料整体
市场规模 1288 亿元，
但数据的背后，
却隐藏着我国从显示大国向显示强
国转变过程中必须跨越的
“鸿沟”
。
记者近日在采访中了解到，我
国新型显示产业上游的湿化学品、
电子气体、靶材、液晶材料等已经具
备一定规模，玻璃、偏光片有望快速
提升，OLED 材料、掩膜版、光刻胶
则需要进一步补强。

图为阜阳欣
奕华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的显示光
刻胶产品

本报讯 记者齐旭报道：为培
育和引导我国机器人产业健康有
序发展，近日，工信部会同国家发
改委、科技部、公安部等 15 个部门
联合发布了《
“十四五”机器人产业
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
《规 划》指 出 ，我 国 已 经 成 为
支撑世界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支
重要力量。总体规模快速增长，
2020 年 营 业 收 入 首 次 突 破 1000
亿元；技术水平稳步提升，核心部
件加速突破，整机性能持续增强；
行业应用深入拓展，工业机器人
已在国民经济 52 个行业大类、143
个行业中类广泛应用，服务机器
人在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大显
身手，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过程当中，机器人发挥了重
要作用。
《规划》从技术、规模、应用、生
态等角度提出了未来五年的发展
目标。到 2025 年，我国将成为全
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
造集聚地和集成应用新高地；推动
一批机器人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
取得突破，整机综合指标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关键零部件性能和可靠
性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机器人
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过 20%；
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
企业及一大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
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建成
3～5 个 有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产 业 集
群；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实现翻番。

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本报讯 记 者 齐旭 报 道 ：近
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
科技部、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国务院国资委八部门联
合发布了《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
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
《规划》明确，到 2025 年，规模
以上制造业企业大部分实现数字
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
应用智能化；到 2035 年，规模以上
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数字化网络
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基本实现智
能化。
具体目标方面，根据《规划》，
到 2025 年，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
显著，7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基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建成 500
个以上引领行业发展的智能制造

示范工厂；供给能力明显增强，智
能制造装备和工业软件市场满足
率分别超过 70%和 50%，培育 150
家以上专业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的
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基础支撑更
加坚实，完成 200 项以上国家、行
业标准的制修订，建成 120 个以上
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
《规划》紧扣智能制造发展生
态的构建，从创新、应用、供给和支
撑四方面，提出了“十四五”推动智
能制造发展的主要任务。一是加
快系统创新，增强融合发展新动
能。二是深化推广应用，开拓转型
升级新路径。三是加强自主供给，
壮大产业体系新优势。四是夯实
基础支撑，构筑智能制造新保障。

工信部等三部门印发
《“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12 月
29 日，工信部、科技部、自然资源部
三部门联合印发《
“十四五”原材料
工业发展规划》
（简称《规划》
）。
《规划》明确了发展目标，即到
2025 年，原材料工业保障和引领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
增加值增速保持合理水平，在制造
业中比重基本稳定；新材料产业规
模持续提升，占原材料工业比重明
显提高；初步形成更高质量、更好
效益、更优布局、更加绿色、更为安
全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中，新材料
产业创新能力明显提升，重点行业
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1.5%以上，掌握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共
性核心技术。重点领域产业集中
度进一步提升，
形成 5~10 家具有生

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
领航企业。产业布局与生产要素
更加协同，在原材料领域形成 5 个
以上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智
能制造能力成熟度 3 级及以上企业
20%以上，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70%
以上，钢铁等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
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重点行业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显著
提高，企业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加快
建设，建设 100 个以上智能制造示
范工厂，
10家以上工业互联网平台。
《规划》提出了“供给高端化、
结构合理化、发展绿色化、转型数
字化、体系安全化”五个重点任务
和“新材料创新发展、低碳制造试
点、数字化赋能、战略资源安全保
障、补链强链”等五个重大工程。

我国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近六成

OLED 材料受制于
核心专利短缺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数据显
示，2021 年，全球 OLED 材料市场规
模预计为 33.6 亿美元。市场主要被
美、日、韩、德等海外企业垄断，主要
厂商包括日本出光兴产、德国默克、
美国 UDC、陶氏化学、住友化学等，
市场集中度较高。
国内 OLED 材料尚
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以鼎材科技、奥
莱德、
三月科技、
阿格瑞等企业为主。
据记者了解，OLED 材料的开

工信部等十五部门印发
《“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发具有研发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
国外材料厂很多都是化工行业龙头，
OLED 业务模块只占其中很小一部
分，资金及可利用的资源很多。而国
内材料厂大部分都是规模较小的企

业，前期资金的投入如无成果产出，
会让企业举步维艰，
很难保证材料更
替的持续性。以直接决定 OLED 面
板的显示效果和使用寿命的发光层
材料为例，
经历了能量利用效率较低

的荧光材料、第二代成本较高的重
金属配合物为代表的磷光材料，发
展到现在，第三代材料热活化延迟
荧光材料（TADF）刚刚起步，目前处
于研发阶段。
（下转第 7 版）

本 报 讯 记 者 齐 旭 报 道 ：12
月 3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村村
通宽带”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经过
对农村及偏远地区 51.2 万个村级
单位（包括行政村、林场、牧区嘎查
及 兵 团 连 队 等）全 面 核 实 ，截 至
2021 年 11 月底，我国现有行政村
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贫困地
区通信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提供坚实网络支撑。
会上介绍，
“ 十三五”初期，我
国有约 5 万个行政村未通宽带，15

万个行政村宽带接入能力不足
4Mb/s，这些行政村位置偏远，建
设成本高，用户分散且消费能力
低。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常务会审
议通过了建立电信普遍服务补偿
机制，先后部署 7 批建设任务，累
计支持全国 13 万个行政村光纤网
络和 6 万个农村 4G 基站建设。如
今，行政村、贫困村、
“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通宽带比例分别从不
足 70% 、62% 和 26% 提 升 至 100% ，
农村光纤平均下载速率超过
100Mbps。
（下转第 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