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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造船业指标领跑全球
新闻回放：工业和信息化部 1 月 11 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
手持订单量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41.9%、45.5%和
44.6%，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均位居世界第
一。中国造船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全国前 10家
企业造船完工量占全国58.3%，比2016年提高1.4
个百分点。新接船舶订单向优势企业集中趋势明
显，前10家企业新接订单量占全国73.4%。

点评：近年来，中国船舶工业经受住了国际

船市近 10 年的持续调整，国际市场份额稳居前

列。从统计数据看，中国的造船完工量和手持订

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基本保持在 40%以上，海洋

重工装备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世界造船大国

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移动游戏市场
新闻回放：1月 10日至 11日在福建厦门召开

的中国数字娱乐产业年度高峰会发布了《2017 全
球移动游戏产业白皮书》。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游戏市场，移动电竞成为行
业新爆发点。2017年中国移动游戏区域市场收入
达146.36亿美元，几乎是第二名美国市场77亿美
元的两倍，以绝对优势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游戏
市场。

点评：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人们的娱乐、消

费习惯逐渐从电脑端向移动端迁移，游戏行业也

在顺应这一趋势。移动游戏、移动电竞拥有巨大

的市场潜力，甚至诞生了一群职业玩家，逐渐发展

成为竞技项目。我国在人口规模和互联网产业发

展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基础性优势，成为最大市场

不足为奇，该考虑的是如何规范产业发展，培育良

好的产业生态，并通过 IP开发进一步挖掘相关产

业发展潜力。

加快公交车低地板化
新闻回放：日前，交通运输部等 7部门联合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老年人残疾人出行服
务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推进交通运输无障碍出行
服务的行动纲领，鼓励具备条件的城市新增公交
车辆优先选择低地板公交车，到2020年，500万人
口以上城市新增公交车辆全部实现低地板化。

点评：每个人都离不开“衣食住行”，老年人、

残疾人多出行不便，容易被社会忽视，尤其需要关

爱并加强服务保障。在具备条件的城市加强和改

善老年人、残疾人出行服务，体现了交通运输行业

尤其是公共交通的民生属性，是一种社会进步的

表现。这也提醒我们，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妨在

创意设计等环节兼顾不同群体的需求，也许能开

辟一片不小的“蓝海”。

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上，专家热议产业转型升级——

蓝色经济：运行放缓但潜力可观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明 确

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

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建设

海 洋 强 国 的 重 要 抓 手 ，被

称为“蓝色经济”的海洋经

济目前处在怎样的发展阶

段 ，未 来 将 有 怎 样 的 新 方

向？请看本报记者从 2017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上发

回的报道——

2017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日前在
广东湛江闭幕，本届海洋经济博览会的
主题是“蓝色引领，创新发展”。作为
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海洋博览
会，本届博览会吸引专业观众 5.8万人
次、普通观众 36.3 万人次，达成交易
和合作意向 900 多亿元，比上届增长
105%，显示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蓬
勃活力。博览会上，业界专家和 3000
多家中外企业代表共同勾勒出“蓝色经
济”发展的未来图景。

涉海就业3624万人

在本届博览会上，国家海洋信息中
心发布了 《2017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
数》。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石绥祥
介绍说，该指数是对一定时期中国海洋
经济发展的综合量化评价，包含了发展
水平、发展成效和发展潜力三大方面的
29 个指标，以 2010 年为基期，基期指
数设定为100。

发展水平主要以海洋经济发展规
模 、结 构 、效 益 和 开 放 水 平 来 体 现 。

《2017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
2016 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达到
124.5，比 2015 年总体略有放缓。在经
济规模方面，2010年至2016年，中国海
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 7.9%。2016
年，海洋生产总值为 7.05 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6.8%。在经济效益方面，海洋劳
动 生 产 率 稳 步 提 高 ，2016 年 增 长
6.5%。开放水平方面，2016 年，与海上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额为近 8900 亿

美元。
发展成效由海洋经济发展稳定性和

民生改善状况来体现。2016 年发展成
效指数达到120.3，2010年至2016年年
均增速为3.1%。在民生改善方面，2016
年涉海就业人员总规模达3624万人，占
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4.7%。

不 过 ，海 洋 经 济 发 展 潜 力 十 足 。
2016 年 发 展 潜 力 指 数 达 到 133.7，比
2015 年增加 3.2 个点。2010 年至 2016
年年均增速为 5.0%，呈现快速攀升状
态。在创新驱动方面，海洋科技人员数
量不断增长，2016年重点监测的 182家
海洋科研机构中，科技活动人员近 3.0
万人，专利授权数持续增加，2016 年超
3600件，比上年增长5.9%。

支撑要素需进一步优化

与会专家学者们认为，此次发布
《2017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正是
健全完善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体
系，增强公共服务能力，准确把握海
洋经济发展脉搏，在新时代推动海洋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体现。通过
加强顶层设计、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
加大金融支撑等措施来优化支撑环
境，是“蓝色经济”未来持续健康发
展的关键。

在顶层设计方面，国家海洋局战略
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沈君表示，制度建
设对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发展布局，提
高海洋产业综合竞争力，探索海洋资源
保护开发新途径和海洋综合管理新模

式，建设现代化海洋经济体系具有重要
意义。“下一步将加强专项规划编制和
涉海法规建设，如编制涉海专项规划，
加强专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加强海
洋防灾减灾、海洋科研调查、海水利用
等方面的立法；完善深海海底矿产资源
开发法等法律法规的配套制度；并指导
沿海地方做好本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规
划。”沈君说。

在公共服务方面，沈君介绍说，
未来要完善海洋经济统计调查体系，
深化拓展海洋经济运行监测内容，健
全涉海企业直报工作机制和直报节点
建设，扎实推进 《促进海洋经济可持
续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的落实，推动
建立数据交换共享机制，同时还要进
一步提升海洋经济运行分析能力，深
化海洋经济运行状况的年度、半年度
综合分析，建立健全海洋经济运行状
况季度分析的业务化工作机制，加快
建设海洋经济预警分析体系，打造海
洋经济宏观运行的“晴雨表”。

在金融支持方面，国家开发银行评
审二局副局长杨培兴介绍说，国家开发
银行是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力银行之
一，目前已累计支持海洋领域项目共计
1030个，累计发放贷款2760亿元，贷
款余额 1155 亿元。他表示，未来国家
开发银行将重点支持海洋产业优化升
级、海洋经济国际合作、涉海重大基础
设施和海洋资源环境保护这四大领域。

“海洋经济中小项目占比较大，项目实
施主体整体实力有限，轻资产型企业较
多，能够提供的抵质押物不足，信用结

构难以落实，对融资方案的设计提出难
题，而涉海基础设施等大项目公益性特
点强、一次性投资大、回收期长。因此
下一步要创新金融支持的模式和产品，
如投贷债租证、海洋产业引导基金、风
险补偿基金等等。”杨培兴说。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渔业是我
国海洋经济的支柱产业，2016年两者分
别占海洋经济总量的 20.7%和 16.2%，
但海洋交通运输业运力提升与运量增长
存在不平衡，海洋渔业近海捕捞和远洋
捕捞量增长空间不大。由此可见，传统
海洋经济必须转型升级，寻求变革动
力。”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王殿昌告诉记者。

动力来自海洋产业技术创新和发展
模式创新，从依靠海洋资源要素驱动向
技术驱动转变，推动高附加值海洋产业、
海洋循环经济、服务型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
院秘书长张春宇介绍说：“‘蛟龙号’载人
潜水器探秘深海、南海可燃冰试采成功、

‘海洋石油 981’钻井平台正式开钻，高
端船舶和特种船舶的新接订单不断增
加……这些都说明我国海洋科学技术创
新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海洋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将为传统海洋
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近几年来，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
力、海水利用等海洋新兴产业保持了持
续快速增长态势，增速超过12%，高于
同期海洋经济增速约 5 个百分点。“不
过，从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
利用来看，科技创新不足，扶优扶强政
策力度不够。拿海水利用业来说，截至
2016 年底，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
达到 118.8万吨/日，年产淡水仅 4.4亿
吨，根源在于政策缺位，海水利用产业
政策与现行国家供水政策并不相称。发
展海洋新兴产业，科技引领、政策扶
持、体制改革以及理念转变都很重
要。”王殿昌表示。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沈体雁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陆
海统筹”，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指引。

“海洋经济发展应遵循海陆联动的原则，
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统筹配置陆海各
类资源要素。这其中应将海洋产业集群
化发展作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提升我
国海洋产业竞争力的优先方向，依托现
有临海城市群，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具有
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现代海洋产
业集群，同时注重区域平衡与区域协调
原则，突出每个区域海洋产业发展的差
异化定位。”

在本届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上展出的诸多海洋经济成就，吸引了很多观众

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 陈 静摄

本版编辑 于 泳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新一代石
墨烯加热软膜日前研发成功，这一新型
石墨烯加热软膜总厚度仅有 0.5mm，核
心发热层将电能转化为热能，同时可以
做到防水不漏电。

该产品由我国汉道集团旗下黑金杰
尼控股有限公司在杭州研发成功，并在石

墨烯智能服饰产业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与上一代石墨烯加热膜相比，新一
代技术具有良好的柔性及防水性，是一种
既能保证加热保暖又不失轻柔舒适、安全
的电热膜，更适合穿戴产品的应用。

目前，我国在原有石墨烯发热膜的
应用方面，市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存在

防水性差，容易导致漏电甚至引起火灾，
不可弯曲，使用寿命过短等问题。黑金
杰尼联合团队研发的这种石墨烯加热软
膜成功解决了上述问题，使“石墨烯+健
康”和智能化在该领域成为可能。

以石墨烯为纺织材料或发热载体的
石墨烯服饰，经特殊工艺生产制造，具有

远红外、防静电等功能，可起到持久的保
暖御寒、保健人体和舒适养生等作用。

石墨烯服饰目前分为两种，一种是
以生物质石墨烯内暖纤维为纺织材料的
石墨烯服饰，主要具有良好的抗菌抑菌、
强大的低温远红外、防紫外线等功能。
另一种则是以石墨烯发热膜作为发热载
体的保暖理疗服饰。通过 USB 充电加
热，即可成为可穿戴材料，有望终结“暖
宝宝”这样的贴身取暖装备。

此外，石墨烯发热膜工作过程中产
生的 8μm 至 14μm 远红外线，是最适合
人体健康的波段，能促进血液循环，提高
机体的免疫能力。

新一代石墨烯加热软膜研制成功
可广泛应用于穿戴产品

种植业与健康产业跨界合作

推进辣木全产业链布局
本报记者 崔国强

提到硒，很多人知道这种微量元素有很强的抗氧化性，
对预防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阻断自由基形成有良好的作
用。每人每天补充 60 微克至 250 微克硒元素能满足健康
的需要。在日前举行的2018年辣木产业大会上，通过食用
植物摄入硒元素，让健康产业和种植业有机结合的方法得
到与会者的充分讨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辣木的根、茎、叶、花、果荚、种籽
等都含有丰富的硒，每100克辣木树叶最高含硒125微克，
每100克辣木种籽最高含硒高达302微克。

多位与会专家表示，当前，我国辣木产业的发展潜力巨
大。发展辣木产业首先要发挥植物生长环境潜力，采用先
进的栽培方式。我国广东、云南、海南、广西等省份的峡谷
地带非常适宜辣木生长，在这些地区种植的辣木半年就能
成林。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我国和辣木原产地印度、古巴
等国的产业和品种交流，将培育出更加优良的辣木品种。

不久前，由农业部农垦局和发展南亚热带作物办公室
主办的中国辣木产业联盟已在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成立。
据中山市三乡镇宣传办主任高兆辉介绍，目前已有企业在
当地建有2500亩辣木种植及产业综合经营基地，包括合作
社示范基地、大型辣木食品加工厂以及以辣木为题材的观
光农业旅游项目等，辣木全产业链发展“雏形”已经显现。

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靖认为，要将
健康产业和辣木种植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打造辣木全产业
链，既要充分开发包括茶叶、蔬菜、保健品、药品、净水剂等
辣木产品，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同时要坚持以企业为
主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从全产业链布局，重视
精深加工、市场渠道推广等服务环节建设，不断延伸产业
链，特别是要根据辣木产业作为新产业的现状，避免夸大宣
传、恶意炒作等行为，让辣木产业在健康理性的市场环境下
逐步发展壮大。

针对辣木产业当前市场准入门槛高、科研成果转化率
低、产业规模较小等难题，王靖认为，充分发挥辣木产业
联盟作用是个好方法。未来辣木产业联盟将加强对辣木产
业的行业指导，对接国家木薯 （辣木） 产业技术体系和联
盟专家组，推进育种创新、功效评价、生产技术、产品开
发等基础与应用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通过协
调各方，争取将辣木花、种子纳入国家新食品原料目录，
给辣木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同时，辣木产业联盟将继续发
挥好财政资金在促进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组织实施辣木技
术试验示范、标准化生产示范园等项目，让辣木产品生产
企业更好“抱团发展”。

包 括 来 自 香 港 和 台 湾 在 内 的 约
1500 家中国企业成为本届 CES 最庞大
的“外国军团”，包下差不多三分之一的
展位，他们展示的无人驾驶、人工智能、
数字打印、高清电视等一大波“科幻式”
产品表明，中国企业正努力成为下一场
技术革命的主角。

过去，中国参展企业一直被诟病“核
心技术少、跟风产品多、主要刷存在”

“‘中国数量’还未从根本上转变成‘中国
质量’”，如今这一状况正悄然发生改变。

今年 CES 年度创新奖中有不少“中
国制造”，创新奖是CES主办方美国消费
技术协会评出的年度优质创新产品，其
中一家首次参展的中国陕西初创公司的

“黑科技”尤其引人注目。华拓科技公司

研发制造的“数字曲面微滴喷射设备”，
实现了在大曲率凹面底材上对多种流体
进行微滴喷射表面打印。华拓科技总经
理石毅对新华社记者说：“五轴联动数控
机床是装备制造业的明珠，是工业4.0的
基础，但获奖的曲面打印设备更技高一
筹，为个性化定制消费品、电路板和药物
等各种工业品打开无限可能空间，目前
这一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主攻语音人工智能的科大讯飞在中
国已经大名鼎鼎，今年同样第一次亮相
CES。公司掌门人刘庆峰对记者说，人
工智能有三个层次，运算智能、感知智能
和认知智能，科大讯飞一开始就瞄准最
困难的认知智能。“三到五年内，人工智
能红利就会显现，教育、健康、智慧城市
等各个领域的产业格局都会确定下来，
所以科大讯飞要紧抓源头创新，并加速
产业生态延伸。”刘庆峰说。

CES 上的智能设备五花八门，但越
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谁首先拥有构建
统一、兼容的人工智能平台，谁就拥有控
制权。芯片巨头英特尔和英伟达都抢在
CES开幕前一天发布自己的人工智能芯
片，希望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保持行业
垄断地位。如何挤进这个“尖端俱乐部”
成为中国产业升级需要面对的问题。

预计到 2018年，百度自动驾驶汽车
将全面支持英特尔和英伟达等计算平
台。百度副总裁邬学斌对记者说：“百度
的‘阿波罗2.0’是一个开放的生态，同英
特尔的合作，不妨碍企业发展各自独特
的商业模式和核心技术。”

刘庆峰也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必然
要求全球合作，“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垄断
各个环节的技术”，中国企业只要“踏实
下 苦 功 ”，一 定 能 在 某 个 领 域 内 实 现
领跑。

在产业洗牌时代，小公司亦不乏“出
人头地”的机会。地平线是一家拥有
400 多人团队的初创公司，致力于开发
物联网时代的“大脑”——基于人工智能
算法的嵌入式芯片。该公司芯片产品首
席架构师周峰对记者说：“虽然嵌入式芯
片和英伟达等通用性芯片的计算能力没
法比，但其优势是功耗低，功率为 1.5 瓦
的芯片可以对高清视频中200个目标进
行识别，在户外摄像头等场景下尤其适
用，市场前景很大。”

“中国创造北美高峰论坛”10日在美
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期间举行。论
坛发布的《中国消费电子研究报告》显
示，预计到 2020 年，全球物联网终端设
备将达到 380 亿台，中国正成为全球最
大物联网市场。

文/新华社记者 周 舟 郭 爽

（新华社美国拉斯维加斯1月11日电）

中国科技集体亮相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中国数量”正向“中国质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