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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 扎实推进“十四五”规划落地见效

● 提升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 深入推进产业基础再造

● 加快推进重大技术装备攻关

● 加快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

●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0232023年抓好年抓好1313个方面重点任务个方面重点任务

开栏的话：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
的关键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而团结奋斗。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今起本报开设

“新春走基层”专栏，我们的记者分赴祖国各地，行走基层一线，带您一同感受信息技术给广大人民群
众带来的美好幸福生活。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讯 记者胡春民、徐恒报道：1月11

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总结2022年工作，部

署 2023 年重点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

书记、部长金壮龙出席会议并讲话。部党组

成员、副部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张

克俭主持会议。部领导王江平、辛国斌、张

云明、张建民、田玉龙出席会议。上海市、浙

江省、湖北省、广东省、四川省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和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负责同

志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2022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

极为重要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较好

完成了全年重点工作任务。工业经济总体

回稳向好。预计 2022 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3.6%，其中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 3.1%左右；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为 28%，比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国防科

技工业、烟草行业保持较快增长。重点领

域创新取得新突破。C919大型客机实现全

球首架交付，国产 10 万吨级大型渔业养殖

工船成功交付，腹腔镜手术机器人等高端

医疗装备填补国内空白，国产四人雪车等

冰雪装备实现“零”的突破，关键材料应用

水平不断提升，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第三

艘航母“福建舰”下水。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和安全水平持续提升。协同推进受疫情影

响企业复工达产取得显著成效，战略性矿

产资源保障得到加强，新冠疫苗、药物等

重点医疗物资供应保障有力有效。重点产

业链强链补链有序开展，实施一批产业基

础再造工程项目。创建 45 个国家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成功举办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与稳定国际论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进展。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7

万多家、“小巨人”企业 8997家、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 1186 家。加力帮扶中小微企业纾

困解难，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防范

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成效明

显。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成功举

办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制造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步伐加快。

2022年 1—11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2%。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突破 650万辆，整车出口创历史

新高。国内光伏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连续

多年居全球首位。传统产业加快改造提

升，质量品牌建设深入推进，工业领域及重

点行业碳达峰方案印发实施，智能制造应

用规模和水平进入全球领先行列。信息通

信业快速发展。预计 2022 年全年电信业务

总量同比增长 8%。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互联网平台和 APP 治理、防范治理电信

网络诈骗等成效显著。累计建成开通 5G

基站超过 230万个，新型数据中心建设成效

明显。中小微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

低超过 10%。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初步建

立，电磁空间安全保障得到加强。圆满完

成重大活动通信服务、网络安全、无线电

安全等保障任务。我国成功连任国际电联

理事国。

会议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

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作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和网络强国的重大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认识推进新型工业

化的重大意义、面临的形势和使命任务，切

实增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行动自觉。 （下转第3版）

● 加快信息通信业发展

●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 优化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和布局，建设先进国防

科技工业，巩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 支持部属高校“双一流”建设

● 提升行业治理能力

● 全力以赴做好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保供

1月11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总结2022年工作，部署2023年
重点任务。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会议
对于凝聚共识、真抓实干，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起好步，对奋力开创工业和信息化
工作新局面意义重大。

2022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
为重要的一年。面对风高浪急的
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发展质量稳
步提升，经济社会大局稳定。长风
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工
业和信息化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的要求，较好完成了全年重点
工作任务。

刚刚过去的一年，击鼓催征，
捷报频传。工业经济总体回稳向

好，制造业占GDP比重稳步提升；
C919 大型客机实现全球首架交
付，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第三艘
航母“福建舰”下水，腹腔镜手术机
器人等高端医疗装备填补国内空
白，国产四人雪车等冰雪装备实现

“零”的突破；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持续提升，新冠疫苗、药物
等重点医疗物资供应保障有力有
效；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
万多家、“小巨人”企业8997家、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186家；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突破650万辆，整车出
口创历史新高；国内光伏新增和累
计装机容量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
智能制造应用规模和水平进入全
球领先行列；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
超过230万个，新型数据中心建设
成效明显，信息通信业快速发展。

群峰磅薄、千仞壁立。充分肯
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面临的严
峻形势和挑战。当前我国经济恢
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
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
大。但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
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
到金。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
信心决心，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越

是形势复杂、挑战严峻，越要形成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
力，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
天地，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成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
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蓝图，作出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
重大部署。要深刻认识推进新型工
业化的重大意义、面临的形势和使
命任务，切实增强推进新型工业化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做好今年工业和信息化工作，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力推
进新型工业化，锻长板、补短板、强
基础，巩固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
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水平，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实现工业和信息化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
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
好步提供有力支撑。（下转第8版）

冬日暖阳，京城东南。1 月 9

日，距离兔年新春还有不到两周，家

住北京亦庄地区的国企员工王女士

已经在大族广场完成年货采购，正

迫不及待地将一箱箱丰富的“物资”

搬运到“萝卜快跑”自动驾驶出租

车上。

轻点车载屏幕路线图，伴随车

辆的温馨提示，王女士开启了自己

满载而归的“归家之旅”：只见车辆

自动打右转向灯平稳起步，遇到行

人及时减速绕行，遇到障碍物立即

减速躲避……

“我现在住在亦庄核心区，平时

出行也有打车需求。正好家附近开

通了无人驾驶汽车。”与记者聊起自

己的自动驾驶出行体验，王女士十

分满意，“一开始比较担心安全问

题，但是坐了几次整体体验不错，最

重要的是价格也实惠。”

在北京亦庄，还有更多像王女士

一样的市民享受到了自动驾驶带来

的便利。春节前夕，不断实现新突

破、新进展的自动驾驶，正在为市民

的便捷生活增添别样年味。

出租车驶向明媚好春光

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百度阿波罗科技公园，一辆外观优

雅、头顶激光雷达“帽子”的浅色汽

车，灵活轻巧地绕过了几簇冬韵渐浓

的树丛。

往车窗里望去，记者讶异地发

现，在主驾位置只有方向盘转动却不

见驾驶员身影，眼前的汽车自动打灯

变道，径直驶向道路远方。这可与记

者之前熟知的“主驾有人”自动车辆

有所不同！

记者在询问身旁的工作人员后

得知，眼前“聪明的车”是百度“主

驾无人化”自动驾驶车辆。具体来

说，“无人化”取消了车辆主驾驶位

的安全员，并将安全员移至副驾

驶位。

这是自动驾驶取得新进展的真

实写照。当前，激光雷达、4D 毫米

波雷达等硬件技术不断成熟，人工

智能、深度学习、V2X等软件技术也

呈现多个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

如何高效利用数据提升智驾能力，

是自动驾驶持续学习和实现规模化

的关键。

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自动驾

驶市场公关经理任翰对《中国电

子报》记者表示，百度推出的文心

大模型-图文弱监督预训练模型

能 识 别消防车、救护车等特殊车

辆，也能识别塑料袋等特殊物体，

指数级提升了自动驾驶长尾问题

的解决效率。此外，通过大模型

训练小模型，自动驾驶的感知泛

化能力也显著增强。

（下转第4版）

本报记者 张依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