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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新华社北京 5月 20 日电 为
推动全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
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奋力
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经中央军委
批准，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编印

《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以
下 简 称《纲 要》），日 前 正 式 出 版
发行。

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

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实现了党的
军事指导理论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纲要》由绪论、主体部分、结语组
成，共18个部分、85个条目，全面系
统阐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大意
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
实践要求，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的基本教材。

中央军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
全军认真组织《纲要》学习使用。
要把学习《纲要》纳入党委中心组
学习、干部理论轮训、部队思想政
治教育和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纳

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
引导官兵自觉用习近平强军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要以学习《纲要》为抓手，持续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系
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
系实际学，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要在
真正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纠治
表态化、浅表化、功利化等不良学
风，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
统一。领导干部要发挥头雁效应，

运用所学成果为官兵搞好宣讲辅
导，带动部队学习贯彻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全军要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
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力备战打
仗，强化改革创新，狠抓工作落实，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
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而奋斗，更好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
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久有凌云“智”，再看长沙城。
5月15日，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

械展览会开幕，展会以“智能化”为主
题，向数百家外企展示长沙的智能制
造前沿成果，更向全世界宣告长沙冲
刺“智”高点的决心和信心。

怎样冲刺“智”高点？长沙的答
案很明确：定高“智”量发展目标、出
高“智”量政策体系、建高“智”量平台
载体、解高“智”量发展难题。

高“智”量发展目标怎样定？

高“智”量的战略目标，是高质量
发展最直接的体现。

“长沙的目标，就是努力构筑智
能制造生态体系，不断推动产业智能
化、智能产业化，旗帜鲜明地打造‘国
家智能制造中心’。”湖南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说，这是结合长
沙实际作出的战略选择。

今年长沙市《政府工作报告》里，
“制高点”一词频繁出现，几乎处处都
与“智”字相关。

抢占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制高点，
加快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推动
形成完整的智能制造产业链条，抓住
产业发展的主动权。2019 年，长沙
计划推动企业智能化改造“扩面”，明
确智能制造“扩面”企业要新增 136
家，总数达到600家。

抢占智能制造战略领域制高点，
推动智能装备、智能网联汽车、智能
终端、自主可控及信息安全产业发
展，把这些新兴战略领域作为长沙智
能制造的发展方向，积极布局，重点
发力。

抢占智能制造创新生态制高点，

成立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建立长
沙新材料研究院、长沙机器人研究
院、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等
一批协同创新载体。

“长沙发展是由政府自上而下驱
动的。龙头企业为主导，智能制造为
抓手，带动产业上下游生态链协同发
展的典型，与德国模式非常相似。”中
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首席专家董
景辰表示，相比之下，长沙市委、市政
府的主导性更为明显，这种自上而下
的推动，再加上智能制造的产业基础
和科教资源，形成了长沙高质量发展
的独特模式。

高“智”量政策体系怎样建？

市长、县长耳熟能详，“河长”“湖
长”也越来越多，但“链长”你听说

过吗？
在长沙，22 条智慧产业链都有

一位市领导担任“链长”。2017年11
月，长沙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快
推进长沙市工业新兴及优势产业链
发展的意见》，吹响了“聚焦产业链，
建链补链强链延链”的号角。“链长”
就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诞生的。
政策落地有了专人负责，产业链的建
设更有方向。

“有了‘链长’之后，我们要求长
沙的产业发展要具备‘产业链思维’，
就是要从价值链的角度出发，形成产
业工作的系统思维。”作为这22条产
业链的“总链长”，长沙市市长胡忠雄
表示，去年，长沙围绕产业链上下游，
引进制造业项目投资总额达 1900
亿元。

（下转第三版）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关系中华民族未来。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
吃得放心。这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
全局，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的重大部署，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现就深化改革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认识食品安全面临的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食品
安全工作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划部署，在体制
机制、法律法规、产业规划、监督管理等方
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各地区各部门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食品产
业快速发展，安全标准体系逐步健全，检验
检测能力不断提高，全过程监管体系基本
建立，重大食品安全风险得到控制，人民群
众饮食安全得到保障，食品安全形势不断
好转。

但是，我国食品安全工作仍面临不少
困难和挑战，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微生物
和重金属污染、农药兽药残留超标、添加剂
使用不规范、制假售假等问题时有发生，环
境污染对食品安全的影响逐渐显现；违法
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法制不够健全，一些
生产经营者唯利是图、主体责任意识不强；
新业态、新资源潜在风险增多，国际贸易带
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加深；食品安全标准与
最严谨标准要求尚有一定差距，风险监测
评估预警等基础工作薄弱，基层监管力量
和技术手段跟不上；一些地方对食品安全
重视不够，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与发展的
矛盾仍然突出。这些问题影响到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明显短板。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加强
食品安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高
质量发展，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乡村振兴
战略，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历史机遇。必须深化改革创新，用最
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
罚、最严肃的问责，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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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央军委批准

《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印发全军

聚 焦 产 业 链 冲 刺“ 智 ”高 点
——湖南长沙市以智能制造引领新旧动能转换纪实（下）

一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1.3个百分点。图为观众在天津第
三届世界智能大会智能科技展华为展台参观（5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征程中，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创新
作为第一动能，正在加快推动中国
经济转型发展。

创新驱动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
的潜力？从最新的一季度统计数据
中可见端倪。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副司长张卫
华介绍，一季度，我国工业新动能保
持较快增长。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长较快：一季度，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7.8%，增速高于全部规
模以上工业1.3个百分点；战略性新
兴产业同比增长6.7%，增速高于全
部规模以上工业0.2个百分点。二
是部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工
业新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一季度，
3D 打印设备、石墨烯、城市轨道车
辆、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产品
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339.3%、
55.6%、54.1%、48.2%和18.2%。

“新兴产业作为经济体系中最
有发展活力、最具增长潜力的组成
部分，今年以来持续发力，推动经济
平稳增长。”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
算司司长赵同录介绍，1月至2月，
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
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13.0%，规
模以上科技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长 12.4%，规模以上高
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长 12.4%，分别高于全部规模
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2.1、
1.5和1.5个百分点。

其他方面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
这一趋势。

来自科技部火炬中心的数据显
示，今年1月至2月，我国168家国
家高新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9万
亿元，同比增长 9.3%；实际上缴税
费2909.6亿元，同比增长12.4%；营

业收入利润率6.1%；园区新注册企
业数 4.6 万家，同比增长 11.6%，创
新创业持续活跃。截至 2 月末，国
家高新区固定资产投资 4419.6 亿
元，同比增长 7.4%，增速高出全国
增速1.3个百分点。

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也在今年一季度迎来开门红：规
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
1.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技术
收 入 增 长 较 快 ，实 现 技 术 收 入
2171.6亿元，同比增长23.7%；电子
与信息、先进制造领域、新材料及应
用技术等重点高新技术领域增势较

好，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7.4%、
11.4%、11.3%。

创新驱动为何能给中国经济带
来这样的潜力？我们也可以从最新
的一季度统计数据中寻找答案。

我们在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

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达到
19657 亿元，投入强度（R&D 经费
与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值）为
2.18%。此前如何呢？2013 年至
2016年间，我国研发经费年均增长
11.1%，增速世界领先。2017 年我
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超 1.76 万亿

元，同比增长12.3%，R&D经费投入
强度达到2.13%。不断增长的研发
经费、持续向好的研发投入结构，正
在为创新能力的提升培本筑基。

我们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在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举措落地见
效上下功夫，决不能让改革政策停
留在口头上、纸面上。报告中提出
的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
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
制”改革试点等措施，赢得了广大科
研人员的拥护和支持。

（下转第三版）

科技创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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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5月20日电 记者
冯其予 赖永峰报道：为期 3 天的
第十一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
20日在南昌落幕。据介绍，本届中
部博览会取得丰硕成果，中部六省
共签约项目 406 个，签约总金额
4835.13亿元。

本次中部博览会以“高水平开
放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签约项目
主要涉及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新材
料、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新型化
工、特种陶瓷、纺织服装、文化旅游、
现代服务业、能源与城市基建、农业
产业化、生物医药等产业。其中，外
资项目51个，签约总金额104.66亿

美元；内资项目355个，签约总金额
4123.44亿元。

中部博览会期间，作为东道主
的江西省共签约项目 198 个，签约
总金额 1704.5 亿元。包括外资项
目28个，签约金额18.01亿美元；内
资项目 170 个，签约金额 1582.15
亿元。

中部博览会发展的历程，正是
中部地区不断扩大开放、加快发展
的历程。据统计，2018 年，中部地
区实现生产总值 19.27 万亿元，占
全国比重提高到 21.4%，工业、投
资、消费、进出口等增速均居全国四
大板块前列。

中博会六省签约总额逾48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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