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育电力新动能离不开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的创新驱动，在资源环境约
束下，以新能源促新发展，是驱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全国政协委员、国
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王炳华告诉
记者。

王炳华委员说，近年来，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公司积极调整发电结构，2016 年
清洁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的43%，包括水
电、核电、光伏等新能源利用；同时，新
旧机组的供电能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燃

煤电站提前一年半达成超净排放目标，甚
至与燃气电站的排放水平并驾齐驱，兑现
了巴黎协定中的承诺。

“这些目标的实现，靠的就是技术创
新，利用先进技术对集团内部整个锅炉和
切割发电机组实行节能减排控制，同时在
能源利用和供给方面，调整能源结构和消
费方式，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
比，并逐步降低清洁能源上网电价水平，
让老百姓和各行各业用上更多清洁能源，
破解过剩电力产能难题。”王炳华委员说。

王炳华委员表示，“如今，新旧动能
转换落到实处，产业结构调整见效快、质
量安全发展更健康，下一步我们还将搭载
互联网大数据应用，加快推进传统能源行
业提质增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依靠创新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新
旧动能怎么转换？优化升级怎么干？参
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依据各自实践
和关注重点，纷纷给出答案、提出建议。

改革创新一起推

“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不靠改
革创新没有出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
句话，引起了很多代表、委员的共鸣。

创新给改革提供新技术、新手段。“创
新驱动发展，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供了新的机遇。”全国政协委员、包头市稀
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连建宇
告诉记者，他一直关注我国医疗健康领域
的创新。目前，医药结合、医疗服务等已
打通线上线下产业协同合作模式，新技术
正在掀起健康领域的革命。“互联网大数
据应用正成为人们获取便利、创造财富的
重要手段。”

连建宇委员介绍，近年来，我国 4G 标
准已成为国际标准之一，5G研发也走在世
界前沿。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互
联网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包括前
述医疗服务业在内的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去产能的第一动力就在基层技术创
新，从技术创新到模式创新再到服务创
新，开放线上线下资源协同发展，形成巨
大的市场”。

改革需要为创新破障碍、定导向。全
国人大代表、上海大学校长金东寒认为，
现行的知识产权评价体系需要改革，才能
让知识产权真正用起来，为我国经济发展
提供有效动力。

“不论是专利发明数量还是商标申请
数量，我国都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但是
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金东寒代表说，目
前我国有数量庞大的专利，但实际转化率
非常低。这与知识产权评价体系以数量
论英雄的现状密切相关。他建议改革知
识产权评价体系，“要考虑知识产权与经
济发展融合的紧密度，以经济转化利用效
益来评价知识产权的运行效益。知识产
权工作要从保护导向，升级至保护与运用
并重的导向，企业才会更加关注知识产权
的质量和布局”。

他建议，地方政府应实时修订推出专
利申请补贴政策，减少对专利数量的刺
激，同时尝试运用导向后补贴政策，给运
营得好的专利以补贴，鼓励大家真正把专
利用起来。

改革和创新一起推，就会成为发展的
主动力。作为一名来自农村的全国人大
代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党委委员、北
沟村村委会主任王全表示：“乡村治理也
要用改革创新的理念来指导。”

王全代表说，在北沟村，深化改
革、创新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当地盛
产板栗，农民就创新开发出一种烤栗子
机，既改变了过去用糖稀炒栗子污染环
境的做法，又能将冷冻栗子做得比新鲜
栗子还香甜。目前，村民们已打造出“栗
山翁”品牌，在全国开启了连锁店。“在
改革创新理念的指引下，我们村的发展
后劲将会越来越足。”

人才资源做支撑

“我们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素质较

高的劳动力，有最大规模的科技和专业技
能人才队伍，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能。”代
表、委员们对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这句话既
感到自豪，又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

“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2016 年理工
科人才供应世界第一，高校毕业生超过了
700 万，但人才质量仍有待提高。”全国政
协委员、中科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王
琛认为，“创新成就来之不易，从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国家对科技创新的关
注和要求掷地有声，改革创新不仅要在前
端技术做大做强，更要体现在人才培养和
队伍建设上”。

“如何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动力？新
动能更要体现在人才机制的改革升级
方面。”王琛委员表示，针对科研人员的激
励与扶持政策总有欠缺之处，可能导致科
研工作做无用功，“譬如在重大项目发布
时，时间不确定、资金不到位、计划不周
全。只有各相关部门协同合作，将政策福
利落到实处，才能留住人才，留住推动科
技创新进步的生产力”。

“要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的作用，尊
重科技人员的价值，才能鼓励创新。”全国
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傲
霜说，北京不断推出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
改革，主要就是围绕“尊重和激励”，给予
科研人员相应的自主权，尊重科技发展规
律。比如，北京的股权激励政策就实行得
比较早。她表示，在制定政策时，要为科
研人员考虑，让科研经费不仅要“花好”还
要“好花”。例如，北京的“首都科技条件
平台”就通过对社会开放，有效发挥人、
财、物的作用，加大了科技创新的投入。

不少代表还建议实行人才资源的供
给侧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全
国人大代表、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
司长骞芳莉建议解决高职教育面临的困
境，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除了本科院
校，高职院校也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虽然同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但
是高职院校在招生和就业市场上的地位
不高。”

当前，我国高职院校被很多人视作低
层次的高等院校，本科大学生源过多，大
量高职院校却出现“零投档”。“我国要培
养大国工匠，高职教育应该在其中发挥重
要作用。”骞芳莉代表建议，尽快建立高职
和本科教育之间的直通车，互相承认学
分，使得高职毕业生在就业和继续深造方
面有更多可能，不是“一校定终生”。同
时，改变目前高职院校有学历、无学位的
问题，不妨在一部分高职院校先行试点，
设“副学士”学位，未来再逐步推广。

动能转换促增长

“加快创新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改
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
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政府工作报告
中的这句话，让很多代表、委员有话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出现
了新的局面，面临新的问题，也要用新的
理念去应对新变化，创新是强国建设的关
键。”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副部长蒋耀
平认为，近年来，我国在“新旧动能转换”
上下足了功夫，新动能不断凸显，尤其是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步伐加快推进，
2016 年新登记企业增长 24.5%，“企业是
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创新才能形成发展
的新动力”。

“到底能不能成为新动能？有没有
发展潜力？潜力可以发挥在哪里？这些
都是我们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需
要思考的问题。”蒋耀平委员表示，应该
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让供给侧结构和
需求结构相适应，特别是加快服务性消
费，拉动就业，“面对新常态，我们更要
挖掘新动能的无限潜力，引领实体经济
转型升级”。

在新旧动能转换中，企业家代表们表
现了当仁不让的豪气。“科技创新，企业肯
定是主体，市场导向是成果转化最好的方
向。”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均瑶（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均金从企业的角度提出一
个词叫“恒新”——坚持永恒的创新。“做
企业要持续创新，必须今天创新、明天创
新，以后还要创新。孵化创新和在现有的
业务中持续创新是企业的生存之道。”

王均金代表说，企业不仅要有创新能
力，更要有创新机制。“企业要有创新的使
命和创新的基因。同时创新一定是企业
和研究、研发机构共同来做，这样的创新
成果转化最快。我们要嫁接好社会资源、

院校资源、科研资源等，从市场角度发现
他们的价值。我们有资金、有市场运作能
力、有转化能力，嫁接以后创新成果转化
肯定会更好。”

全国人大代表、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也表示，培育和增强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和
接续，是现阶段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解决
的核心问题。“实体经济是民生之基、国家
安全之本，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

王文京代表建议，在新旧动能转换
中，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要大力推进
普惠金融，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此外，促进培育发展新兴
产业，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两者不能对
立起来，要有机结合起来。在培育发展新
动能的同时，丝毫不能忘记传统动能的改
造和升级。传统产业通过改造升级以后
也完全可以变成新动能，不要片面地强调
某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

创新，正引领我国实体经济的转型升
级，正驱动我国新旧动能的转换调整，正
让古老中国焕发新的蓬勃生机。

“创新驱动战略深入实施以来，在
一些关键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并
跑’，现在还要争取‘领跑’。新一代人
工智能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科技领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星光
中国芯工程”总指挥邓中翰表示。

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
究积累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若能在战
略层面制订系统推进计划，会给我国带
来实现弯道超车、提升综合国力和影响
力的绝佳机会。“建议我国尽快成立人工

智能国家实验室。”邓中翰代表说。
未来 10 年将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的关键时期。目前我国专注于人工智能
芯片开发的企业有限，且总体水平与发
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邓中翰代表建
议，我国需要从资金、政策等方面加大
投入力度，建立“人工智能国家实验
室”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国家实验
室具有研发力量更强、协同合作更多、
可调集举国资源实现突破的特点，以此
为抓手，可大力开发承载人工智能运行
的自主芯片技术，改变高端芯片严重依
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对构建信息技术产
业核心竞争力、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等形
成有力支撑，使我国在群雄逐鹿的人工
智能时代抢占发展先机。

过去一年，我国在科
技领域取得一批国际领先
的重大成果，新兴产业蓬
勃兴起，传统产业加快转
型升级，发展的新动能不
断增强。政府工作报告提
到 2017 年重点工作任务
时指出，要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实体
经济优化结构，不断提高
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要持续提升我国的科
技创新能力，释放蕴藏在
高校、科研机构等地的创
新活力。目前，我国大部
分中高端创新资源分布在
高校、科研机构等事业单
位。因而，提升科技创新
能力，一方面要改善科研
环境，加强对基础研究和
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
持，打造科技资源开放共
享平台，另一方面则要着
力解决科研人员的后顾之
忧，使他们的创造激情和
创新思维得以迸发。此
外，还应完善创新成果转
移转化体系，让创新要素
优化组合，让创新成果加
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要坚持市场导向，挖
掘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创
新实力。应把创新的主导
权交给市场，让市场成为
选择和配置创新资源的决
定性力量，建立企业牵
头、市场导向的协同创新
机制。同时，应加强对创
新型中小微企业的支持，
使各类主体各展其长，依
靠创新成长壮大，使小企
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
立地，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竞相迸发。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加快培育壮大新
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激发蕴藏在产业中的
升级潜力。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新材料、人工
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
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我们还要着
力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
成长；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以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
式变革，以多种方式支持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
焕发新的生机。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大力发展先进制
造业，全面提升质量水平。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广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健
全优胜劣汰质量竞争机制。要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守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
精，培育众多“中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
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
时代。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周明阳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王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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