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5G 手机芯片投入商用，C919 全面进入试
验试飞阶段，
“ 雪龙 2”号交付并实现“双龙探
极”，时速 350 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商用
运营，长征五号大推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北
斗导航系统实现全球组网并开始向全球提供
服务……
“十三五”
期间，以高技术、智能化、柔
性化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不断壮大，
涌现出一
批重大创新成果。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相关负责人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十三五”
期间，
经过艰
苦奋斗和强力赶超，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巨
大成就，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随着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制造业向高端化和高
附加值方向积极迈进，向智能化和服务化转型
步伐日益加快，
先进制造业比重不断提升。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9 月 16 日，世界内燃机发展迎来了历史
性新突破，作为我国装备制造业领军企业，潍
柴集团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突破 50%热效率
的商业化柴油机，攻克了一项世界性难题。全
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世集团董事会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沃尔克马尔·邓纳尔表示，
凭借这一创新，潍柴再一次奠定了世界一流柴

油机制造商的地位。
“十三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稳步提
升。
“我国制造业已经具备相当完备的基础，
为
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召
元说。
我国已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
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工业经济规
模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家电、制鞋、棉纺、化
纤、服装等产能占全球 50%以上，形成了以超
大规模和完整体系为核心的独特优势。今年
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5.6%，
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稳定。
不仅如此，聚焦制造业重点战略领域，重
大科技专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等重大专
项加快实施，
涌现出一批重大创新成果。
众诚智库总裁杨帆介绍说，
我国重点突破
了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
轮机等重大研究任务，
实现了C919国产大飞机
的成功首飞，
刷新了深海深潜器的世界纪录，
培
育了人工智能、智能硬件、新型显示、移动智能
终端、
5G、
先进传感器和可穿戴设备等满足未来
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与设备。
许召元坦言，
各国对最先进技术都严加防
范，难以走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路径，我国要发
展先进制造业，
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右图 9 月 9 日，安徽马鞍山
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安徽省东科
半导体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研发
生产芯片。
王文生摄（中经视觉）
下图 9 月 27 日，位于河南
省洛阳市先进制造业集聚区的中
信重工数控车间内，工人正在加
工炼钢生产线筒体。
黄政伟摄（中经视觉）

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就必须主要依靠原发
性创新。
为了解决制造业发展长期以来存在的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脱节问题，
突破制约行业发展
的关键核心技术，加速创新成果工程化产业
化，2016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制造业创新中心
建设工程实施指南》，组织开展了制造业创新
中心创建工作。
“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 17 家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130 多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为核
心节点的网络化创新体系，动力电池、增材制
造、印刷及柔性显示、信息光电子等一系列行
业共性关键技术的持续供给问题初步得到解
决，
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
工业和信
息化部规划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12 英寸生产线工艺环节一半以上。
在 5G 领域，我国已构建了涵盖系统、终
端、芯片、仪表的完整产业链，5G 标准必要专
利声明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
网络规模和用户
数量均居世界首位。
在工业互联网领域，
网络、平台、安全三大
体系夯基架梁工作基本完成，
网络体系已覆盖
300 多个城市，建成五大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
点和 55 个二级节点，平台体系连接工业设备
数达 4000 万台，服务企业超过 40 万家，有力
支撑了行业转型升级。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我国已构建起完备产
业体系，产销量连续 5 年位居世界首位，动力
电池技术处于全球领先水平，累计推广量超
450 万辆，
占全球 50%以上。

核心竞争力明显提升

新兴产业培育步伐加快

全球每售出 8 台笔记本电脑，就有 1 台来
将制鞋生产线实时直播，
消费者看到中意
自联想合肥产业基地，
这是联想集团在全球最
的款式后便可立马下单，
下单后随即在生产线
大的 PC 研发和制造基地，产品销往 126 个国
上排产，
后台的数据智能系统支持企业实现小
家和地区。9 月 3 日，联想合肥产业基地两条
批量、定制化柔性生产……9 月 25 日，这场与
新的生产线——
“水星线”和“哪吒线”正式投
众不同的直播发生在鞋业品牌天创时尚的生
产，将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
产车间，
这是由天创时尚与坤湛科技联手打造
等技术和生产制造有机结合，
这意味着联想合
的鞋履行业首个 C2M（消费者直连生产制造）
肥产业基地的智能制造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模式。坤湛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闵万里表示，
时期，将具备更加柔性和灵活的定制，更加敏
产业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
这场直播实则是
捷快速的交付和更高品质的生产管控。
将信息化与制造企业深度融合，
为中国工业转
“十三五”
期间，
工信部深入实施智能制造
型升级提供了新参考。
工程，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大企
许召元强调说，
先进制造业是指具有高技
业技术改造，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覆盖 31 个省
术、高附加值特征，而且对整个产业升级具有
（自治区、直辖市）、92 个重点行业，在炼化、印
重要带动意义的产业，例如高端装备制造、新
染、家电等领域接近国外先进水平。
能源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机器人等；
此外，
“5 年来，在外部挤压和内在动力双重驱
传统制造业充分吸收先进制造技术特别是信
动下，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制造业
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以后，也可以成为先进
发展的主旋律，
新工业革命给制造业发展带来
制造业。
深刻变革，
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十三五”期间，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
化方向延伸拓展，
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
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我国制造业产业结
争力。
”
杨帆说。
构不断优化，
先进制造业蓬勃发展。
一批自主品牌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海
通过推进建设车联网、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尔、美的等中国家电品牌进入全球家电品牌
先导区等一系列举措，
加快新技术、新产业、新 “第一阵营”
，
伊利、蒙牛进入世界乳业十强，
好
业态、新模式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
孩子童车连续多年全球销量第一，华为 5G 智
重大突破。比如，在高端装备领域，我国高端
能手机市场份额全球第一。
机床装备在自主化、关键技术、产品研发、工程
据杨帆介绍，经过“十三五”这 5 年的发
应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12 米级卧式双
展，
我国先进制造业呈现
“一带三核两支撑”
特
五轴镜像铣机床、1.5 万吨航天构件充液拉深
点。
“一带”是指长江经济带，
“三核”是指环渤
装备等填补国内空白。国产高档数控系统市
海、长三角和珠三角核心，
“两支撑”为西部和
场占有率提高到 20%以上。我国工业机器人
中部支撑。制造业部分环节由东部地区向中
产量由 2015 年的 3.3 万台增长到 2019 年的
西部地区转移，
高精尖新成为东部地区制造业
18.7 万 台 ，2019 年 工 业 机 器 人 消 费 量 达 到
发展主要方向。
14.3 万台，连续 7 年位居全球第一，涌现出沈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阳新松、苏州绿的等一批优质企业。
“十四五”时期，我国还将紧扣高质量发展要
在集成电路领域，华为海思发布了基于 7
求，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制
纳米工艺的麒麟 990 5G 芯片，中芯国际 14
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升级，推动
纳米工艺实现量产，集成电路关键设备覆盖
先进制造业继续发展壮大。

河北宣化
福田雷萨工程
机械公司起重
机装配生产线
上的员工在检
查产品。
陈晓东摄
（中经视觉）

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个关键点
黄 鑫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大数据、
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是激发制造模式、
生产组织方式及产
业形态深刻变革的重要抓手，也是实体经济实
现高效率与高精度发展的核心所在。因此，发
展先进制造业要紧紧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这
个关键点。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 、兴国之器 、强国之
基。先进制造业更是重中之重，
日益成为各国
角逐的焦点。先进制造业彰显着国家的综合
国力和核心竞争力，肩负着中国制造业新旧动
能转换的重任，是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
国的重要抓手，是中国经济
“加速跑”
的动力引
擎，更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发展先进制造业是我国提高供给体系质
量的重要途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许多行业产品数量已基
本满足社会需求，不少行业甚至面临产能过
剩，但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仍远远不够。
只有在先进、
前沿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中占有
一席之地，才能掌握行业发展话语权，实现高
产出、高效益，从而建成制造强国。我国制造
业已具备相当完备的基础，为我国发展先进制
造业创造了良好条件。

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用好新一代信
息技术。先进制造业并不只是新兴产业或高
技术产业，而是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特征且
对整个产业升级具有重要带动意义的产业，
因
此传统制造业在充分吸收先进制造技术特别
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后，也能成为先进
制造业。当前，先进制造业更加注重科技创
新，而加速“制造技术+信息技术”融合，提高
制造业的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程度，
也符合
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智 能 制 造 是 发 展 先 进 制 造业的主 攻方
向。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将带来巨大市场空
间。要发展先进制造业，
就要牢牢把握智能制
造这一主攻方向，大力实施智能制造工程，集
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装备，
培育智能制造生态
体系。应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积极
培育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
制、在线增值服务、分享制
造等“互联网＋制造业”
新模式。同时，实施工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加
快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增强工业软件等信息技术服
务基础能力，支持企业加快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
造，从而抢占先进制造
业发展的主动权和
话语权。

“量子线”项目，3C 设备组装产线的自动化率提
升了两倍，与传统产线相比，人员精简 45%。
通 常 ，手 机 行 业 流 水 线 自 动 化 率 为 15% 至
20%，目前“量子线”一期自动化率达 41%，二
期预计可达 48%。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联想通过网络
王轶辰
化协同，与供应商合作伙伴实现了全域数据融
合，
再以人工智能算法预测市场供销变化，
动态
能制造打破了这一局面。
匹配库存数量和供货节奏。因为供应链上下游
联想武汉产业基地平均每月要处理 1000
企业协同发展、同频恢复，
疫情未对武汉产业基
多单 30 台以下的个性化定制产品。这对企业在
地生产齐套性造成明显影响，也让联想武汉产
较短制造周期内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多样化
业基地跑出了
“加速度”
。
产品的柔性制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认为，在
据联想集团 MBG 中国区制造高级总监齐 “十三五”期间，中国智能制造的格局已经逐
岳介绍，作为一条 5G 物联网自动化组装线，联
渐成形，智能制造发展基础和支撑能力明显增
想
“量子线”
包含手机组装、
测试、
检验产出工艺，
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制
通过“量子线”上不同生产模块间的灵活互换，
造，有条件、有基础的
搭配高速率、海量接入的 5G 网络，联想武汉产
重点产业智能转型取得
业基地可快速调整产线的工艺流程及参数。
明显进展，为中国经济
这条产线原来需要 50 多名员工，现在只需
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
要 20 多名熟练技术工人。齐岳透露，通过导入
动能。

联想智造加速跑
本报记者
9 月 10 日，联想宣布其支持 20 万次折叠的
首款 5G 折叠屏手机在武汉产业基地正式下线。
该手机选用了异形柔性屏幕，
这意味着屏幕在贴
合时需要 100%精准定位，
每块屏幕仅有一次组
装机会，
如果组装过程中出现任何偏移或歪斜，
就会因撞到边框而出现分层，
导致屏幕报废。
应对如此高精度的组装要求，
武汉产业基地
通过导入 CCD（像素）视觉组装技术，
应用 3D 视
觉预先识别零部件的曲面特征，
再通过大数据将
识别结果与后台准确数据进行对比，
最后由系统
人工智能精准计算每一个相邻配件间的距离、
进
行自动校准后再做最后的高精度结构贴合。消
费电子制造业往往被视作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