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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正式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5个产值规模10万亿元级的新支柱产业，并在更广泛领域形成大批跨界

融合的新增长点，平均每年带动新增就业100万人以上——

“十三五”时期路线图发布——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经济增长新引擎
本报记者 顾 阳

产业生根需有沃土

□ 柏 洋

在经济新常态下，以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带动动能转换，继而获得经
济发展的主动权，已成为社会各界的
广泛共识。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落地生根”，培育肥
沃“土壤”，使其真正成长为未来经济
增长的支柱。

从产业角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市场的需求。既
要考虑到国家的整体利益，也要关注
市场的需求点，力求找到两者发展的
最佳平衡点。

从创新角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撑。我

国启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来，尽管
释放了巨大的创新活力，但依然存在
着一些制约因素，诸如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不够、部分法律法规缺失或滞后
于实际发展等问题，都对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加快发展形成了制约。为此，
要不断完善各类政策举措，为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今年是我
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
抓住当前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宝贵窗
口期，聚集创新要素，集中发展资
源，用一流的环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跨越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

哪些关于啤酒的谣言还在飞，听听专家怎么说——

喝啤酒不利健康没有依据
本报记者 吉蕾蕾

□ 啤酒行业连续两年产销量出现下滑，有产品结构问题，也与啤

酒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负面形象有关

□ 击碎有关食品的谣言要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也要依靠政府、

企业等多个部门的参与

宁夏银川打造“蓝色”产业——

当贺兰砚邂逅工业蓝宝石
本报记者 许 凌

本版编辑 于 泳

宁夏有五宝：红、黄、蓝、白、黑。“红”为枸杞，“白”为滩
羊，“黑”为焦煤，只是“蓝”“黄”还不为外人知晓。近年来，
随着新经济新理念不断发酵，银川市“蓝色”产业大放异彩，
贺兰砚产业越做越大，工业蓝宝石产业也风生水起。

1 月 8 日至 10 日，中国文房四宝协会 13 人专家组经过
实地考察调研和反复研商，认定银川市西夏区为“中国贺兰
砚之乡”。何为贺兰砚？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会长温寒石介
绍说：贺兰石呈天然深蓝和豆绿两色，以贺兰石为原材料所
制砚台质地细腻，加盖后砚内余墨数日不干。初步预测银
川西部贺兰石的资源量为2450万吨，其中能够达到工艺要
求的有250万吨，能加工成贺兰砚的达30万吨。

银川市西夏区委书记雍辉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近年
西夏区在“蓝色”产业上没少下功夫。成立贺兰砚协会，建
成占地1200平方米的西夏区贺兰砚博物馆，建设占地面积
6300平方米的西夏区非物质文化产业基地，引入贺兰砚制
作和销售企业38家。

特殊产业对人才有特别需求。截至目前，西夏区拥有
26 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0 多家从事贺兰砚、
贺兰石制作的雕刻技艺公司和工作室，带动创业就业1000
余人，年产值 3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贺兰砚跻身十大名
砚，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另一方面随着砚文化载体
和标识不断放大，未来贺兰砚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银川市
西夏区副区长侯自强说。

如果说贺兰砚是银川“蓝色”产业的特质区间，那么工
业蓝宝石产业可谓另一片“蔚蓝天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工业蓝宝石多数是白色晶体，少
数呈现蓝色，是一种高纯氧化铝经过高温锻造使其分子结
构重新排列后产生出的单一晶体。“也许是产业发展空间如
同蓝天一样广阔，所以取名蓝宝石吧。”天通银厦新材料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子学说。

天通是浙江省上市企业，为何来银川投资建厂？电价、
地价和配套政策是吸引投资的主要原因。王子学表示，天
通集团近年来投入不断向蓝宝石产业倾斜。无论在智能手
机、手表面板等民用消费市场，还是航天航空、医疗器械等
多个高科技领域，工业蓝宝石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重要
原料。王子学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来银川建厂两年多成
绩显著：一是引进日本技术的核心设备长晶炉，目前85%零
部件实现国产化；二是 100 公斤晶体蓝宝石耗电比国际同
行业降低30.8%；三是国内同行业基本批量生产85公斤级
的蓝宝石，天通已做到批量生产130公斤级。”

上图 宁夏天通银厦新材料有限公司蓝宝石晶体生产
车间。 本报记者 许 凌摄

老牌零售企业银泰终于成了阿里巴巴的“嫡系”。阿里
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阿里巴巴日前宣布，将与
银泰创始人沈国军的全资公司联手启动银泰私有化进程。
此次交易完成后，阿里巴巴将成为银泰的控股股东，持股比
例预计增至约74%。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说：“阿里巴巴集团正用
实际行动拥抱‘新零售’所带来的长期发展机遇。如果能融
合移动互联网、实时用户数据及科技的力量来提升运营效
率，实体零售企业就能够为消费者创造出全新的价值。”

同时，这次交易也是电商巨头向线下伸出触角的又一
写照。事实上，阿里巴巴和京东两大阵营早已开始与线下
商业“联姻”。2015年8月份，京东宣布斥资43.1亿元认
购永辉超市10%的股份，三天后，阿里巴巴宣布与苏宁互
相持股，阿里巴巴投资约283亿元参与苏宁云商的非公开
发行，成为苏宁云商的第二大股东。去年6月份，京东以
发行总股本数的5%，从沃尔玛手中买下1号商城，双方的
结盟日益紧密。来自阿里巴巴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阿里巴巴累计投资传统产业超过 1000 亿元，
其中重大投资项目超过20个，除银泰以外还包括苏宁、圆
通、日日顺等。

在已经成为银泰大股东的前提下，为何阿里巴巴依然
要斥巨资收购银泰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瑞表
示，下一步双方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线上与线下商
业的融合才刚刚开始，新零售的变革远未实现。

从目前来看，无论是网购平台还是线下零售业的从业
者都认为，打通线上与线下相当艰难，除非线上平台拥有绝
对的话语权，否则商业模式的开拓依然仅停留在表面，双方
在利益分割和数据共享上仍有相当多的争执。从这点看，
推进银泰私有化并收归嫡系后，阿里巴巴就有更大的空间
展开探索，而不必像此前一样，考虑到银泰作为上市公司，
必须实行市值管理，兼顾投资人的利益，因而可以着眼长
远，将之打造成自己在新零售领域的“试验田”。

阿里巴巴控股银泰——

探索新零售“试验田”
本报记者 陈 静

前不久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十三五”
时期我国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
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战略性新兴
产业将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瓶颈，为中国
提供弯道超车、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
地位的宝贵机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院长薛澜说。

“四字特点”彰显引领力

“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总
体呈现‘快、活、高、优’的特点。”国家发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创新驱动战略深
入实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
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凸显。

产业规模增长加快。近 5 年来，战
略性新兴产业重点监测的 27 个行业年
均营收增速超过 15%，成为支撑我国经
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有力填补了传统制
造业下行的空缺。

创新创业更趋活跃。在创新驱动战
略引领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诸如服
务领域的网络租车、基因诊断等新模式，
制造领域的无人机、机器人等新产品，以
及可穿戴电子医疗设备、生物芯片、能源
互联网等“跨界”融合式创新，引发生产、
生活方式深刻变革。

产业水平迈向中高端。华为、阿里
巴巴、华大基因等企业崛起的背后，是我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若干关键领域的群体
性突破。同时，一些关键领域取得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如自主设计的大飞
机 C919 和支线飞机 ARJ21 飞机等产品
相继问世，国产钻井平台首次实现深海
海上气田成功开发等。

整体效益持续优化。从上市公司数
据看，过去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
盈利水平始终高于传统产业。2016 年
10月份，2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行业
利润达10499.7亿元，同比增长15.3%。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部分地方和区
域已成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标
杆。东部地区，深圳市2016年上半年战
略性新兴产业对整体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过 50%，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引擎”；同
期，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工业
比重接近 30%；浙江、山东等多个省份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

“五个布局”增强发展力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虽取得
可喜成绩，但总体上还处于培育阶段，
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薛澜表示。

对此，《规划》 在布局上作出了五
大方面的改变，旨在进一步创新发展思
路、提升发展质量，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首先是加大软硬结合的布局，在
重点产业领域中新增数字创意产业，包
括数字文化创意装备、数字文化内容、
设计服务等方向。”该负责人表示，这
是通过抓源头设计增加有效供给的举
措，数字创意产业具有高增值性和低能
耗低污染等特征，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定位。

在前瞻性布局上，增加了战略性产
业的内容。“这是依据国家‘十三五’
规划纲要作出的调整，主要考虑到空天
海洋、信息网络、生物和核技术等是事
关人类未来发展的核心领域，促进这些
领域形成新产业是培育新动能和塑造竞
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该负责人说。

在融合性布局上，将战略性新兴
产业进一步归并为五大产业领域，培
育大批跨界融合的新增长点。比如新
型材料的发展不断推动器件和整机装
备性能进步，同时装备创新也不断对
新材料提出更高要求，两者融合方能
更好共同发展。

在全区域布局上，《规划》 对国内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发展和国际化拓
展作出了全面布局。目前，我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需求进一步凸
显，越来越需要整合全球创新资源，越
来越需要国际合作新平台，越来越需要
融入全球产业链。

值得关注的是，《规划》 还将市场
化方向贯穿改革全局，以激发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内外并举”构筑产业高地

《规划》 引发资本市场广泛关注，
如何挖掘战略性新兴产业“金矿”，成

为市场人士关注的热门话题。
“我们注意到，《规划》要求提高企

业直接融资比重，包括积极支持符合条
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上市或挂牌融
资，研究推出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向创业板转板试点，建立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与区域性股权市场合作对接机
制。”北京宏泰产业基金副总经理朱海
涛表示，鼓励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来推
动新兴产业发展，应成为引导资金脱虚
入实的入口。

与此同时，《规划》 还提出了完善
管理方式、构建产业创新体系、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深入推进军民

融合、加大金融财税支持、加强人才
培养与激励等 6 方面政策措施，部署
了 21 项重大工程，以推动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

据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会同科技
部、工信部、财政部等部门成立了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围绕重
大改革、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和重大机
制，加强宏观指导、统筹协调和督促推
动。“将推动各级政府深化‘放管服’
改革，积极探索和创新适合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监管方
式，实施科技成果限时转化制度等重点
改革任务。”该负责人说。

1 月 11 日，人

们 在 京 东 方 展 厅

内 参 观 车 载 异 型

仪 表 盘 。 北 京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是

首 都 南 部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和 战 略 性

新兴产业聚集区，

开 发 区 内 企 业 多

集中在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制造、信

息技术等行业。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啤酒肚”是喝啤酒喝出来的吗？啤
酒花浸膏是化学制剂？啤酒中嘌呤高可
导致痛风？多年来，这些关于啤酒的谣
言与误解经久不衰，甚至愈演愈烈。不
仅让消费者无所适从，而且使得行业蒙
受了不白之冤。

在 1 月 17 日召开的“2017 中国啤酒
辟谣论坛”上，中国酒业协会常务副秘书
长兼啤酒分会秘书长何勇表示，啤酒行
业连续两年产销量出现下滑，其中有产
品结构的市场适应性问题，也有季节性
气候问题，同时与啤酒在消费者心目中
形成的负面形象有关。“耸人听闻的标题
和内容通过社交媒体大量传播，给消费
者带来了困扰，损害了啤酒行业的声誉，
还影响着产业发展。谣言需要粉碎，夸
大传言更亟待澄清。”何勇说。

在众多啤酒谣言中，最不可思议的
传言就是：“啤酒肚”是喝啤酒喝出来
的？国家酿酒大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
研究院副院长张五九说，“啤酒肚”只是
一个比喻性名词，、是长期能量摄入过量
又没有及时消耗掉导致的结果，即使从
来不喝啤酒的人，如果长期能量摄入过

量的话，同样会有“啤酒肚”。就啤酒本
身的能量而言，啤酒中水分含量超过
90%，而且谷物在发酵过程中是放热的，
因此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说，啤酒中的
能量要低于其谷物原料的能量。

那么，啤酒中的热量到底有多少？
专家表示，啤酒所含热量主要来自啤酒
中的酒精及糖类，如按 3.5%酒精、5%
浸出物的一升啤酒计算，可产生 450 大
卡至460大卡的热量。如果一个体重60
公斤的人每天需消耗 2000 大卡至 2500
大卡热量，那么一升啤酒仅能供给人一
天需要量的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这些
发热量相当于半斤面包或0.8升牛奶。

去年夏天，关于“啤酒花浸膏是化学
制剂，使用啤酒花浸膏的就是化学啤
酒。啤酒花浸膏是一种抑制啤酒微生物
繁殖的化学物质，饮用将会有头晕、心悸
等反应，对人体产生危害”的谣言在朋友
圈流传。专家指出，有关“酒花浸膏不安
全，会降低啤酒质量甚至不利健康”的说
法完全没有科学依据。

张五九解释称，啤酒花是制造啤酒
的必需原料之一，其主要是为啤酒提供
苦味和酒花香味。科学研究证明，酒花
中含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物质，但它是
一种植物，在啤酒酿制煮沸过程中加酒
花，煮沸完成后还要取出。“这个过程，跟

沏茶类似。”张五九说，酒花有纤维性物
质不会进入到啤酒里面，而有益的成分
则能够通过煮沸浸出。

“面对漫天的啤酒谣言和传言，啤酒
企业也不能置身事外。”青岛啤酒股份有
限公司制造副总裁董建军认为，虽然啤
酒进入中国已有百年之久，拥有众多消
费者，但是人们对啤酒的知识了解得偏
少，这也给了谣言传播的机会。作为啤
酒生产企业，不仅要做好产品，还应该向
公众传播正确的啤酒知识和文化，引导
公众走出啤酒认知误区。

对于如何有效治理食品谣言，国家
食药监总局新闻宣传司司长颜江瑛表
示，食品行业的辟谣工作离不开公众、
企业的支持，要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保
护自身免受谣言侵害，企业也要更关注
产业发展，让公众获取科学知识。同时
要激发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让政
府部门、专业机构人士、企业、新闻媒
体、公众都加入进来，形成合力，“五
位一体”击碎食品谣言，传播正确的食
品安全知识和啤酒文化，促进行业健康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