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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制造业锻造新优势
本报记者

齐旭

在博德高科的切割丝车间，记
者的手机始终无法对焦到一款比头
发丝还细的金属丝上，就是这根直
径仅 0.015 毫米的“镀层切割丝”，决
定了全世界精密加工的精度。
长阳科技光学反射膜生产线
上，一张膜的宽度可以从中国“延
伸”到世界，全球每 10 台液晶显示
器中，就有超过 5 张长阳科技的光
学反射膜……
在宁波这个全国重要的先进制
造业基地，一群身怀绝技的“专精特
新”企业为我国制造业源源不绝地
输送着力量，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
度融合。
近 日 ，在 宁 波 举 行 的 2022 国
家 制 造 强 国 建 设 专 家 论 坛 上 ，与
会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
于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关键阶
段，要不断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 业 链 现 代 化 ，啃 下“ 硬 骨 头 ”锻
造新优势。

“一根丝”
的技术革新
高端装备的产业基础往往依托
高新材料和关键技术，而这些都是
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提升产
业基础高级化水平已成为我国“十
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和任务之一。
“工业制造的实现，取决于零件
的精度。
‘一根丝’的技术革新，对中
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有着积极推动作
用。”博德高科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 比如，近年来在国内硬质合
金领域，PCD 刀具的应用广阔，但
加工 PCD 刀具所用的切割丝，长期
以来主要依赖进口。我们不断深入
研究、努力实验，研发出 PCD 刀具
专用的高精度镀层切割丝，提升了
刀具的使用寿命和表面光洁度，终
于实现技术突破。”
目前，博德高科的客户遍及全
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据了全球
30%的市场份额，其中不乏大众、宝
马、三菱等知名企业，牢牢锁定世界
第一的宝座。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产业基
础专家委员会主任陈学东指出，创
新是产业基础发展的第一动力。在
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的过程中，企
业是创新主体。要加强企业自主创
新的能力，并鼓励更多有条件的企
业成为“链主”，提升更多中小企业
的创新能力。
自 2010 年公司成立起，宁波长
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对光学反射
膜情有独钟。公司副总裁李辰谈起
这些年技术的艰难突破、国际竞争
对手的打压感慨万千。依靠这个“独
门绝技”，长阳科技成功打破进口光
学膜在我国市场的垄断，成为国际
领先的亿平方米级别光学及功能膜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
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7170亿元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正增长。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企业（以下简称互联网企业）
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7170 亿元，同
比增长 0.1%。
利润总额降幅进一步收窄。上
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营
业成本同比增长 5.4%，增速较 1—5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
总额 645.4 亿元，同比下降 6.2%。
研发经费增速稳中有落。上半
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
发经费 388.7 亿元，同比增长 6.4%，
增速较 1—5月份回落 2.7个百分点。

6544 亿元，同比增长 1.7%，增速较
1—5 月份回落 1.9 个百分点，高出
全行业整体增速 1.6 个百分点，占全
国互联网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91.3%。中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
收 入 245.9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13.0% 。
西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350.6 亿元，同比下降 17.2%。东北
地 区 完 成 互 联 网 业 务 收 入 29.6 亿
元，同比增长 26.4%，高出全行业整
体增速 26.3 个百分点。
主要省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发展差异显著。上半年，互联网业
务累计收入居前 5 名的北京 （增长
7.8%）、 上 海 （增 长 9.8%）、 广 东
（下 降 1.4%）、 浙 江 （增 长 0.9%）
和天津 （下降 43.3%） 共完成业务
收 入 616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8% ，
占全国比重达 85.9%。全国互联网
业务收入增速实现正增长的省份有
16 个，其中湖北、西藏、辽宁增
速超过 50%。

分领域运行情况

移动应用程序发展情况

（一）信息服务领域企业收入稳
步增长。上半年，以信息服务为主
的企业（包括新闻资讯、搜索、社交、
游戏、音乐视频等）互联网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 8.5%，增速较 1—5 月份回
落 0.6 个百分点，高出全行业整体增
速 8.4 个百分点。
（二）生活服务领域企业收入降
幅持续下探。上半年，以提供生活
服务为主的平台企业（包括本地生
活、租车约车、旅游出行、金融服务、
汽车、房屋住宅等）互联网业务收入
同比下降 24.6%，降幅较 1—5 月份
扩大 4 个百分点。
（三）网络销售领域企业收入保
持两位数增长。上半年，主要提供
网络销售服务的企业（包括大宗商
品、农副产品、综合电商、医疗用品、
快递等）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7.8%，增速较 1—5 月份回落 4.8 个
百分点，高出全行业整体增速 17.7
个百分点。

移动应用程序（APP）总量保持
稳定。截至 6 月末，我国国内市场
上监测到的 APP 数量为 232 万款，
与上月数量持平。移动应用开发者
数量达 102.2 万个，6 月当月净增 0.5
万个；第三方应用商店在架应用累
计下载量达 22049 亿次，6 月当月净
增 506 亿次。
附注：
1.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企业口径由上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收入 500 万元以上调整为 2000 万元
及以上，文中所有同比增速均按可
比口径计算。
2.今年将跨地区企业按注册地
划分至各个地区。
3.移动应用程序总量是指报告
期内我国市场在架的智能手机第三
方应用程序的总个数，计算方法是
根据对国内超过 20 个主流市场在
架移动应用加总去重后获得。
4.移动应用开发者数量包括企
业移动应用开发者数量和团体 （个
人） 移动应用开发者数量。
5.监测数据由“累计方法（即统
计数据采用累计计算方法）”改为
“在架方法（即统计数据仅针对在架
应用计算，剔除下架应用）”。

上半年，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
正增长，利润总额降幅进一步收窄，
研发费用增速稳中有落。

总体运行情况

图为宁波博德高科切割丝车间

整体方案供应商。有了光学反射膜
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成功经验，长
阳科技又生出了“十年十膜”的梦想
——未来 10 年要做 10 张跟光学反
射膜一样的单项冠军产品。
“近年来，我国产业基础领域
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在产业基
础高级化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
就。但坦白说，我国科技创新自立
自强还不够。”陈学东指出，我国
产业基础关键环节仍面临一些短
板，长期以来处于跟踪和模仿阶
段，产业创新不足，特别是部分核
心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工艺软
件不能自主可控；产品一致性、稳
定性、寿命可靠性需要全面提升；
质量效益指数低，缺乏知名品牌，
导致我国制造业长期徘徊在全球价
值链的中低端。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制造
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周济
看来，我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需
要“两端突破、带动中间”。也就是说
一手补短板，一手锻长板，两手都要
专，两手都要硬。在两端突破的基础
上，还要狠抓面上技术和产品的转
型升级，推进产业基础全面提升。

缩短了的供应链“半径”
生产供给的确定性在很大程度
上源自产业链的稳定性。我国越来
越多制造业企业在加快本土配套的
同时，也用数字化着力于缩短产业
链供应链“半径”，保障产业链供应
链畅通。
依托 AI、大数据、云计算、5G+
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雅
戈尔“未来工厂”重塑其生产方式，
实现跨地域工厂的可视化、透明化、
可预测、自适应。
“ 当物料低于储备
值时，系统会第一时间下单订购；当
面料经过视觉检测设备时，它将代
替人工实现更精准检测。”雅戈尔服
装制造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现代化水

平，是构筑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
链的良好路径。工信部数据显示，今
年以来，尽管受到疫情冲击，高技术
制造业仍表现出较强韧性，增速快
于全部工业。1—6 月，规模以上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0.2%。
“疫情发生以来，为避免产能受
到影响，我们通过智能排产灵活调
度不同工厂差异化生产，并在多地
布局，使不同工厂既有共性产能也
可个性化生产。”华熙生物业务副总
裁樊媛表示，企业在湖南湘潭开设
新的产线，通过智能供应链来降低
风险。
云采购、云仓储、云调度……有
关供应链的数字化应用不断拓展。
京东工业品大数据显示，仅在 6 月 1
日至 7 日，上海地区订单量、采购额
均同比增长近 50%。数字的明显提
升一方面得益于上海复工复产，另
一方面也反映出工业品数字化采购
应用的深度拓展。
打造数字化营销、数字化研发、
数字化制造，对于产业链供应链运
行效率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
大数据、云、AI 等技术，构建生命周
期管理系统，对产品性能、工艺等各
方面进行分析，形成一个方案，再通
过数字化验证，节约了成本，也缩短
了研发时间。”宁波博威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谢识才表示，
“数字化的研
发平台，有助于我们与客户形成完
整的数据生态圈，无论是对产品的
迭代提升，还是新材料的研发都是
很重要的突破。”

“根系”
强健的链式集群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这是我国培育制造业集群的
题中之义。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提出，推动先进制造业集
群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培育世
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引领新兴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周济指出，发展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制造业基础产业集群，各地区
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形成优势制
造业基础产业集聚。
2019 年，工信部启动集群发展
专项行动，得到了各地方的积极响
应，浙江、河南、湖南等多地出台培
育先进产业集群的相关行动计划，
形成了“国家级集群—省级集群”的
梯次培育体系。
湖北武汉光谷的光电信息产业
基础集群，光线光缆、光纤器件等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浙江宁波的磁性
材料产业集群、高端模具产业集群
已经处于世界前列；河南的超硬材
料产业集群，在世界市场形成了绝
对优势……我国的先进制造业产业
集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宁波，链式集聚犹如“培土”，
让制造业的“根系”更强健。宁波瞄
准产业链关键环节，构建起链式集
聚培育冠军新模式，让每条产业链
都能培育出一批单项冠军。全球每
3 部安卓手机，就有 1 部的光学镜头
来 自 宁 波 的 舜 宇 光 学 ；全 球 超 过
90%的缝纫机整机厂，在用宁波德
鹰精密机械的旋梭。良好的产业生
态催生巨大的裂变效应，仅一个舜
宇集团，就孵化出了舜宇光电信息、
舜宇车载光学技术两个国家级单项
冠军。
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 25 个
先进制造业集群主导产业产值超过
9.5 万亿元，其中有 17 个集群产值
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集群内已集
聚一大批业内龙头企业、上百家单
项冠军企业、上千家“专精特新”企
业，规模以上企业近 2.5 万家；集群
拥有国家级技术创新载体近 1000
家，近半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在
集群布局建设，重大创新技术和产
品不断涌现。先进制造业集群已经
成为我国产业创新策源地、
“专精特
新”企业集聚地、重大创新项目承载
地、区域经济发展新高地。

分地区运行情况
东部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
放缓，东北地区涨势明显。上半年，
东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互联网业务收入累计增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