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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上，质量提升成为热点话题——

制造业转型重点在提升供给质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近年来，关于制造业转型提质的话题频频见诸媒体，在

2017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上，围绕“如何提高供给的质

量水平，振兴先进制造业”业内专家和企业家们提出了自己的真

知灼见——

这是位于山东潍坊雷沃重工阿波斯拖拉机总装车间的生产线。据介绍，雷沃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农业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已经销售全球 1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要把制造业转型重点放在提高产
品和服务的质量上来，实现我国制造业
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
没有引领全球的制造质量，就不可能成
为世界的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在质量
基础能力、产品品种结构、产品和服务质
量、自主品牌培育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差
距。质量提升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
块短板，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刻不容缓。”
在日前举行的 2017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
专家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
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
主任路甬祥如是说。

高质量带来经济收益

“产品附加值高是先进制造业的显
著特征。提高产品附加值，有三个基本
思路，一个是提升产品科技含量，一个是
提升产品质量，一个是提升品牌价值。”
工信部副部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辛国斌坦言，目前我们
的很多产品在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等
方面与国外产品差距明显，质量问题比
较突出，在每年带来较大直接损失的同
时，也影响了“中国制造”的形象。发展
优质制造，直接的收益就是产品上档次，
价格和利润都能有所提升。长远看，还
可以使企业享受到巨大的“品质红利”，
实现产品竞争力的跃升。

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
局长吴海清介绍说，随着我国消费结构
不断升级，质量越来越成为选择产品和
服务的首要因素。自 2004年以来，中国
游客境外消费连续 12 年呈两位数的增
长，除了奢侈品外，马桶盖、电饭煲、纸尿
裤等日常消费用品，也成为国人抢购的
目标，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多种，但不
可否认质量因素十分关键，倒逼我国消
费品制造业提升质量。

“在‘微笑曲线’中，我们过多地强调
了营销技术，忽视了制造环节对生产工
艺的改善，缺乏对质量提升的重视。”中国
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
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卢山指出，由于在产品开发和质量品质领
域相对薄弱，很多企业被挤压在“微笑曲
线”中利润率最低的加工制造区间。

“我国面对以质量为核心的竞争日
趋激烈。”吴海清坦言，一方面我们培育
了华为等响当当的世界品牌，另一方面
我国制造业平均损失率在 20%左右，远
高于日本的 0.76%。中国制造因质量
造成的年均损失超过 2000 亿元人民

币，令人震惊。我国出口商品在欧美
等国通报召回数量居于首位，仍有三
分之一的出口产品是低技术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
情况都说明，中国制造迫切需要培育
形成以质量标准、技术、品牌服务为
核心的对外新优势。

质量强国是全球选择

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是发达国家经济
转型时期的共同选择。卢山介绍说，德
国在上世纪 50 年代、日本在 60 年代、美
国在 80 年代、韩国在 21 世纪，都曾在经
济发展关键时期把质量作为国家战略，
分别提出“质量革命”“质量振兴”“质量
救国”等政策措施。

据吴海清介绍，印度政府近期发布
了一份报告显示该国制造业正在迅速崛
起，2014 年印度提出制造业零缺陷以及
降低该国产品被国际市场的退回率，减
少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从 2015 年开始，
印度政府累计投入 4 亿元人民币，扶持
该国中小企业提升质量，并出台相关的
税收、贷款、政府采购、进出口等一系列
优惠政策，强化了印度中小微企业的质
量意识，提升了印度制造在全球供应链
中的竞争能力。

“《中国制造 2025》实施两年来，为
引领和推动我国制造业走上以质取胜的
发展道路，发挥了积极作用。”路甬祥表
示，我国制造业的品质和服务质量稳步
提高，一批先进企业迈入了高端，一批自
主品牌加快走向世界。移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加快，不
断催生制造服务的新业态、新模式，也为
提升质量监督评估能力、创新管理和服
务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手段。“一带一路”
建设正加快推进，为中外制造业的共商、
共建、共享提供了新机遇，也对中国制造
走向世界提出了质量品牌上的新要求。

论坛上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 蓝皮
书（2017）》显示，2016 年全球制造业竞
争力指数，我国位列前三。“我国制造业
供给质量水平不断提升，主要产业整体
质量素质和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有新的提
高，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和产品质量
合格率连续保持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仪器仪
表行业具有较强竞争力，轨道交通、有色
金属和石化主要产品技术标准和实物逐
步与国际接轨。2017 年，在全球最具价
值品牌的新 500 强行业中，有 16 个中国
品牌进入了前 100 名，其中制造业品牌

有 3 个，中国品牌的数量和价值都有大
幅度提升。”吴海清说。

着力提升供给质量

《中国制造 2025 蓝皮书（2017）》指
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终端体现产品质
量和企业品牌的提升，制造强国首先是
质量强国，中国制造业一定要走出为了
降成本而牺牲质量的误区。围绕提升质
量，企业必须持续强化全面质量管理，不
断创新管理和工艺，建立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文化；国家必须加强计量、标准、
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等质量技术基础建
设。其中，计量是控制质量的基础，标准
是指引质量提升的基础，认证认可是建
立质量信任的基础，检验检测是衡量质
量的基础。

“要提高工艺质量不是说我们的产
品质量就不好，而是因为消费者转型升
级，我们需要更高质量的供给。工艺质
量就是供给侧所具有的特性，是满足需
求侧的要求。”黄群慧说。

辛国斌指出，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
制造业供给质量，要支持企业深度挖掘
用户需求，在产品开发、外观设计、产品

包装、市场营销等方面加强创新，加强智
能终端、节能家电等产品研发，着力提高
产品科技含量。组织攻克一批长期困扰
产品质量提升的关键共性技术，加快国
内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并轨，建立
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大幅提升产品质
量。鼓励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制定品牌
管理体系，增强以质量和信誉为核心的
品牌意识，建设品牌文化，不断提升品牌
价值和软实力。

“要破解中国制造的质量难点，首要
的是突破工业基础。”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表示，要突破
一些关键零部件对国外的依赖，解决产
品的一致性、可靠性和稳定性问题。

为了解决工业基础问题，《中国制造
2025》提出了工业强基工程，包括关键
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
艺和产业技术基础。辛国斌表示，工业
基础能力的提升，绝不是政府安排少量
引导资金、突破几项产品就能解决的。
必须动员产学研用各方力量，建立从政
策安排、资金扶持、示范推广、应用衔接
到人才培养的体系化、长效化推进机制，
一步一个脚印，突破重点领域发展的基
础瓶颈。

由山东淄博市政府、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主办
的首届中国氟硅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在淄博召开。大会发表
宣言称，中国氟硅产业产能亟须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有效遏
制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

氟材料、硅材料是两类用途广泛的重要功能材料，是新
材料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发展其他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提升传统产业不可或缺的配套材料。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俊贵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我国已形成无机氟化物、氟碳化学品、含氟聚合物及含
氟精细化学品四大类产品体系和完整的门类，多种产品的
产能位居前列。

2015 年 ，中 国 氢 氟 酸 产 能 165.2 万 吨 ，占 全 球 的
58.85%；氟碳化学品产能 177.4 万吨，占全球的 61.4%；氟
聚合物（含氟橡胶）产能 22.16万吨，占全球的 49.82%；有机
硅单体总产能 267 万吨/年，约占全球的 50%，产量约占全
球总量的 40%。

“从市场需求看，我国也是世界氟硅产业的市场热土。”
赵俊贵说，在我国，氟硅材料广泛应用于建筑、纺织、电子电
气、汽车、环境保护等工业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对航空航
天、信息通讯、生命科学、健康医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可
持续发展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起到不可替代作用，成为现
代工业和日常生产不可缺少的高性能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氟硅行业总体上已经跃升至
世界第一，但仍面临产能过剩、高端产品缺乏、同质化竞争、
无序扩建等严峻挑战。同时，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也是氟硅
行业的短板，高质量推进高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
新突破，是全行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维民表示，当前我国在氟硅行业部
分产品的性能指标与国外产品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仍然
需要依赖进口。我国作为工业大国和科技大国，必须尽快
将这些关键产品、关键技术、关键产业掌握在自己手中，打
破国外垄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生产能力，这也是中
国迈向工业强国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赵俊贵表示，要努力提升氟硅产业的发展水平，必须进
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控制氟硅行业的产能规模和产量规模，
避免产能过剩局面加剧。同时，要进一步集约化发展，重视
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企业整合，引导创业要素和企业资源向
优势企业、优势产业园区集聚，形成优势互补、上下游配套
和综合循环利用协调发展，打造绿色园区、智慧园区、创新
园区、高效园区。此外，还要扎实推进创新战略实施和创新
平台建设，加快发展高端产品，尽快形成具有规模优势和领
先水平的新的增长点。

东岳集团董事长张建宏建议，当前应提高行业准入门
槛和产业集中度，强力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以高水平、高起
点、高质量、高标准的原则，科学建设氟硅产业园区，整合优
势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实现从“传统制造”到“智能
制造”重大转变，提升我国氟硅产业综合竞争力，促进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

产能居世界前列 产品同质化严重

氟硅产业门槛待提高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近日，国际权威轮胎检测机构
西班牙 IDIAD 为青岛赛轮金宇集团多个尺寸规格的轮胎
产品出具书面测试认证报告。报告显示，轮胎的抗湿滑性
能等级均达到了欧盟标签法规 A 级标准，滚动阻力指标也
达到 B 级以上,耐磨性指标比传统轮胎提升了 15%,综合性
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标志着中国轮胎工业整体技术已
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一成果主要是得益于新材料橡胶

“EVEC”的成功研发。
与传统干法混炼橡胶不同，“EVEC”是以连续液相法

制备的合成胶/白炭黑母胶，合成胶和填料的混合在液相中
完成，因此被称为“液体黄金”。怡维怡橡胶研究院院长王
梦蛟博士告诉记者,与传统胶料相比，“EVEC”的制造工艺
简化、能耗也低，更重要的是使用这种材料的汽车轮胎，能
缩短刹车距离、降低滚动阻力、提高耐磨性能，极大地提高
了汽车安全性能,同时降低了能源消耗。

目前，“EVEC”已完成了实验室研究和中试结果验证，
并申请发明专利 35 项、专利合作协定 9 项。下一步怡维怡
橡胶研究院将依托青岛市“高性能橡胶新材料循环经济绿
色一体化项目”实现批量生产，预计一期工程将于 2017 年
12月份竣工投产。

“液体黄金”造出高质量轮胎

去年总产值突破 3500亿元，产品出口额超过 200亿元——

热带作物“一转身”迈进高端市场
本报记者 常 理

近年来，热带作物在我国南方地区实现了大面积种植。随着科技的进

步，热带作物的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有了很大提升。专家建议，要以提高产业

质量效益为核心，全面提升热作产业市场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

热带作物是适于热带地区栽培的各
类经济作物总称。人们通常所熟悉的热
作有橡胶、荔枝、咖啡、胡椒、香蕉，等
等。2016 年，我国热带作物种植面积
1.48 亿 亩 ，总 产 量 2.11 亿 吨 ，总 产 值
3507亿元，产品出口总额 200亿元以上，
产业发展总体上呈稳中有进态势。

这是记者日前在 2017 年全国高端
热作暨中国国际荔枝产业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热带作物对热量条件要求
较高，在年绝对低温多年平均值 0℃以
上、年降水量 1000 毫米以上地区才能正
常生长。“我国是世界热作生产大国，热
作资源类型丰富，热作产品经济附加值
高，市场需求大，产业发展潜力也是巨大
的。”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截至目前，我国天然橡胶种植面积

1767 万亩，干胶产量 82 万吨，在市场长
期低迷的困境中为国家经济发展和资源
安全提供了基础保障。同时，热带水果、
木薯、香辛饮料、南药等产业正全面发
展。其中，荔枝种植面积 844 万亩、总产
量 232 万吨，龙眼种植面积 544 万亩、总
产量 195 万吨，均位居世界第一。热带
水果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达 99%。热带
作物产业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日益突出，对热区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超
过 30%，2016 年种植热带作物地区的农
民人均纯收入已突破万元关口。

然而，应该看到的是，长期以来，我
国热带水果以种植、初加工等产业链低
端环节为主，精深加工、仓储、物流、贸易
等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产业经济效益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
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热作产业高度市场
化、国际化、多样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任务更重、难度更大。

“培育高端热作产业就是要从热作
供给侧着手，以提高产业质量效益为核
心，优化调整结构，培育新动能、打造新
业态、培育新主体、拓宽新渠道，推进产
业转型提档升级，全面提升热作产业市
场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农业部农垦局
副局长胡建锋说。

他表示，高端热作作为现代热作产业
建设的重点，要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其中包括优化产业布局结构，建成与
区域环境特点相适应、科学高效利用热作
资源的热带作物产业带和优势区；优化调

整品种结构，推广优良新品种；调整生产
方式，发展立体栽培、种养结合等生产模
式，提高土地和资源利用效率。推行绿色
生产，推广应用低毒、低残农药和病虫害
绿色防控技术，提高化肥的利用效率，增
加有机肥、农家肥的使用。

此外，胡建锋建议，还要强化科技创
新驱动。特别是新品种培育、产后处理、
保鲜贮运、加工技术、机械化等方面技术
的研发与集成，着力突破产业技术瓶颈，
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加速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和推广应用，把优良品种和先进适
用技术应用到生产中，推进热作科技成
果产业化。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副厅长、南
亚办主任谢东告诉记者，广西通过加快
新技术的交流引进，开展厅院合作、厅校
合作，及时引进、消化、集成新的技术和
模式，热作科技水平得到了明显改观和
提 升 。 香 蕉 70%实 现 了 水 肥 一 体 化 ，
90%实现了果实套袋。芒果普遍实现了
套袋栽培和分级包装，各类病虫害都实
现了无公害防控。通过这些措施，产品
的质量和附加值有了很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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