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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翟刚：

着力推动六大优势产业提质倍增

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张卫红：

高校应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

现在是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最佳时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
“核壳型”芯片产业生态

通过建设先行示范
区，推动资源要素向优
势领域集中，激发新活
力、新动能，从而形成
全社会共同推进新型
工业化的强大合力。

“

”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立：

建议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先行示范区”
本报记者 齐旭

四川制造业提升综
合竞争力，总体上要加
速优势产业高端化、传
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
业规模化，着力推动六
大优势产业提质倍增。

“

”

制约关键核心技术
上的‘卡脖子’问题的
因素有很多，最根本的
是高层次人才和基础
研究水平的欠缺。

“

”

政府应设立‘芯
片 产 业 中 小 微 企 业
科 技 创 新 基 金 ’，扩
大‘一招鲜’型的技术
创新群体规模，推动
芯 片 产 业 的 精 细 化
分工。

“

”

数字化转型不是
简 单 地 解 决 企 业 的
生存、发展问题，而是
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
到来。

“

”
本报记者 宋婧

本报记者 张依依

本报记者 齐旭

本报记者 齐旭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

制造业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重点。

“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确

保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加快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部署。”两

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立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建

议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先行示范

区”，在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创建工作的基础上，选择产业特

色鲜明突出、技术变革创新活跃、经

济社会发展带动性强、产业治理理

念先进的省份或重点城市，构建新

型工业化治理体系和产业政策体

系，探索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包容化的工业发展路径，通过探新

路、树标杆、促发展，为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把制造业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
重点”。作为工信系统的参会代表，
您如何理解这句话？

张立：今年的全国两会，制造业

应该是热词中的热词，政府工作报

告中特别强调了制造业之于实体经

济的重大意义，对此可以从三个方

面理解。

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

的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

实体经济上”“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

好制造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

制造业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重点”，

其内涵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一脉相

承，蕴涵着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方法论。

这也是确保实现全年经济增长

目标的重要部署。制造业是大国经

济发展的“压舱石”，是推动国民经济

增长的主导力量。2022 年，我国制

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

27.7%，连续三年呈现企稳回升的良

好态势，制造业比重保持基本稳定是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坚实支撑。

这还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重要部署。制造业价值链长、关

联性强、带动性大，为农业、服务业提

供原料、设备、动力和技术保障，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农业、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水平。同时，制造业还是国

民经济各部门中生产效率最高、提升

速度最快的部门，要提高经济发展的

整体效率效益，离不开制造业的引领

和支撑。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入推进新
型工业化”，党的二十大也作出推进
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您对此
有何理解？

张立：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型

工业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

决策，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

时代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一系列重大

问题。这些重要论述为我国推进制

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提供了思想

指引，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并加

以贯彻落实。

我认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新型

工业化具有新的丰富内涵与特征，概

括起来，就是通过“三个充分发挥”，

实现“两个根本转变”。要充分发挥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充分发挥知识、技术、管理、数

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赋能升级作用，

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积极性，加快实

现发展模式从价值链中低端到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根本转变，动力机

制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根本转

变，为引领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提供

中国方案，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战略支撑。

记者：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
尽责，今年两会期间提了什么建议？

张立：我今年在两会上提出的

是《关于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先行

示范区”的建议》。当前，我国正处

在由制造大国、网络大国向制造强

国、网络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新时

代新征程上，必须深入推进新型工

业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

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对于推进新型

工业化的使命任务，在思想认识上

还存在一定偏差，在路径模式上还

需要大胆探索。需要在全国遴选一

批排头兵，发挥标杆示范作用。

因此我认为，创建“国家新型

工业化先行示范区”，十分必要。

一方面，能够激励地方率先探索新

路径新模式，充分发挥“新型举国

体制、全球最完整产业体系供给和

超大规模市场”三大优势，走出一

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型工业

化道路。另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

地方和企业创造性。通过建设先行

示范区，推动资源要素向优势领域

集中，激发新活力、新动能，从而

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新型工业化的

强大合力。

记者：您提到建设“新型工业化
先行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应
该怎样开展工作？

张立：具体而言，需要率先研究

先行示范区创建要求核心指标体

系，明确政策导向。重点支持地方

和企业运用数字化、集约化、标准化

手段实施发展路径、模式创新，加快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健全产业科技

创新体系，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

应鼓励集群式发展，支持区域、城市

之间资源协同和产业链合作，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

大对先行示范区的政策支持力度，

先行先试战略性产业创新发展模式

和支持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厅长翟刚告诉《中国电子

报》记者，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必须突出新型工业化主导作用，立

足历史阶段和区域特征，提升制造

业综合竞争力。

翟刚表示，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先进材料、能源化工、食品轻纺、

医药健康六大产业，是四川省工业

经济的“四梁八柱”。四川省委提出

实施六大优势产业提质倍增计划，

力争到2027年，六个优势产业营业

收入在2021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我们正针对产业逐个制定专

项实施方案，明确每个优势产业的

具体目标、主要领域、重点工作和保

障措施，既确保‘量的合理增长’，

更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翟刚

透露。

电子信息是四川省总量最大、增

速最快、贡献最多的产业，在全国具

有一定的影响力。四川省的总体考

虑是将新型显示打造成世界级产业，

培育集成电路、智能终端、先进计算

和存储、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等国家级

产业，壮大卫星网络、智能传感器、

人工智能、信息安全、宽禁带半导体

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量子信息、

6G通信、车联网和元宇宙等未来产

业，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电子信

息产业集群。

当前，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加快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翟刚

认为，四川制造业提升综合竞争力，

总体上要加速优势产业高端化、传

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着

力提升产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制

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动六大优

势产业提质倍增。具体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考虑：一是着力增强产业自

主创新能力，二是着力推动产业成

链集群发展，三是着力推动制造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四是着

力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

定，五是着力强化优质企业培育。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集中优质

资源合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两会期间，《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

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

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张卫红。“制约

关键核心技术上的‘卡脖子’问题的

因素有很多，最根本的是高层次人才

和基础研究水平的欠缺。”他坦言。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取得长足

进步，尤其是航空航天领域攻克了

系列“卡脖子”技术。高校为此作出

了突出贡献，成为国家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

长期坚守教育和科研一线的张

卫红认为，高校要围绕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汇集多个学科力量进行联

合攻关，持续巩固高校基础研究主

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地位，

为国家输出高质量人才、输出创新思

想、输出先进技术，为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提供强大支撑。

在张卫红看来，国家的硬实力、

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特

别是要把国家战略人才培养重心转

移到青年科技人才身上。一方面是

多给他们压担子，激发干事创业活

力，支持他们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中当主角、挑大梁。另一方面要营

造勇于探索、潜心专研、宽容失败的

科研氛围，支持科研人员脚踏实地，

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引

导从事基础研究人员甘坐“冷板

凳”，十年磨一剑，静下心来，持之以

恒潜心研究，在夯实科技创新的地

基上下苦功夫。

“高校不仅是基础研究的主力

军，还是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

准确把握新型举国体制精神内涵，

积极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是当前国

内高校必须走的一条路。”张卫红

表示。

“无论从国家政策，还是产业发

展阶段，或是技术发展阶段来看，我

认为今天都应该是推动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最好的时候。”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巴巴技术

委员会主席王坚在接受《中国电子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谈到科技创新，人们往往下意

识地觉得这是大企业、大集团的事，

其实中小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创新主

体。我认为中小企业本身应该是一

个创新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帮扶

的个体。定位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非

常重要。”王坚说。

王坚指出，大企业往往是“集大

成者”，而一些很关键的技术，真正

的高、精、尖技术，往往会出现在中

小企业中，就像光刻机的制造公司

ASML，它肯定不是一家真正意义

上的大企业，但它是很重要的企业。

“定位好中小企业，不只是简单

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问题，本质上是解

决了我们国家发展的问题。”王坚表

示，这不只是给这些企业信心的问

题，也不是简单的资金帮扶问题，而

是要给足“阳光雨露”，营造好环境，

鼓励它们从数字化转型到企业的转

型，再到产业的升级，勇当创新主体。

王坚表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本质上是要推动企业的转型，所

以严格意义上讲没有数字化转型这

个说法，只有企业转型。数字化是

企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

方法。

“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地解决

企业的生存、发展问题，而是代表着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王坚指出，无

论是数字化转型还是企业转型，最

终还是要落在产业升级上。有了产

业升级，中小企业一定会做大做强。

王坚建议，中小企业不要只着眼

于简单地满足市场需求，而是要起

到科技创新引擎的作用，不仅要在国

内“出题”，还要去国际上“出题”。

如果企业把科技创新做好了，反过

来也会推动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

同时，王坚还指出，中国有最好

的互联网基础设施，5G发展世界领

先，数字化与城市、社会发展深度融

合，国家率先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

加以定位。“我相信中国的数字经济

未来一定会走在世界前列。”王坚说。

如何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集

成电路产业链是业界关注的焦点。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刘忠范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龙头企业，是完善集成电路产业

布局、健全产业生态的关键。在新

型举国体制下，我国应充分利用政

策优势、用户优势、资本优势、人才

优势，政府牵头推动核心技术、关键

材料、关键工艺和关键装备的攻关

工作，大力扶持、积极培育芯片领域

的龙头企业。

刘忠范认为，一个好的产业链

应该是“里硬外柔”。一方面要修炼

内功、提升自身硬实力和话语权，拥

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杀手锏；另一

方面，绝不能闭门造车，而是应该把

触角伸向全世界，形成一个拥有硬

核技术和柔性触角的开放外向型全

球产业链。国家应借鉴三星等企业

的发展模式，培育芯片领域龙头企

业，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核壳型”芯

片产业生态。

“‘核’是龙头企业，这些龙头企

业掌控着关键核心技术。‘壳’是‘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它们掌握着‘一

招鲜’创新技术，被龙头企业牵引、

培育。”刘忠范解释说，很多发达国

家的大型高科技企业，通常都引领

一批中小企业一起健康发展，形成

“核壳型”产业生态。

刘忠范认为，我国在政策支持

方面有优势，应该在顶层设计上有

所倾斜，重点扶持几个龙头企业，集

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在培育大企业

的同时，还应该繁荣中小企业，打造

抗风险、抗冲击能力强的“核壳型”

产业生态。这些中小企业有的提供

原材料，有的提供细分领域重要技

术，与龙头企业一起形成完整的产

业生态。

刘忠范建议，政府应设立“芯

片 产 业 中 小 微 企 业 科 技 创 新 基

金”，扩大“一招鲜”型的技术创新

群体规模，推动芯片产业的精细

化分工，打造枝繁叶茂的“芯片产

业树”。在布局产业生态的过程

中，业界要规避大炼钢铁式的“造

芯运动”。此外，还要警惕市场中

的恶性竞争，避免企业因此陷入发

展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