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高新区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阵地

近日，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联合发布的《2020
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指出，从

2012-2019年各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变

化情况来看，我国成制造业主要国家中

提升最快的国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

打造制造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推动

制造业转型发展中，国家高新区成为不

可或缺的力量，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主力军和主阵地。

成制造业发展主力军

在近日举行的 2020第八届先进制

造业大会上，2020中国先进制造业强区

发展指数 TOP100 名单发布。记者注

意到，有超半数来自国家高新区，且前5
名分别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深圳高新

区、上海张江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区、武

汉东湖高新区。

比如，中关村科技园区作为我国首

个国家高新区，经过多年积累，制造业

产业蓬勃发展。带柔顺臂的机器人穿

针引线，无人驾驶汽车在路上自由穿

行，智能头盔为行人提供出行导航……

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高端制造业基

地内，每天上演着制造业创新发展“加

速度”。

该基地重大项目推进组负责人介

绍说，目前基地已形成现代交通产业、

智能设备产业和新型医药健康产业为

支柱，国内首个 5G 自动驾驶智能示范

区为平台支撑的新型产业格局。

为加快推动制造业产业发展，国家

高新区纷纷出台相关产业规划。如《郑

州高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提出，郑州高新区目前共有规模

以上企业 243家，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

企业 233 家，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95%。

到2022年，郑州高新区制造业将实现国

内生产总值 66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占园区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36%以上。

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

“2020 年销售收入预计 4 亿元 ，

2021年新厂房投用后，3年将实现销售

收入 15亿元。”江阴高新区企业江阴齿

轮箱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姜仁才底气

十足地透露了这个“小目标”，“我们在

江阴驻扎已有 50多年。中高端产品占

据了公司销售产品的‘半壁江山’，这些

产品有 70%以上的原材料来自本地企

业兴澄特钢。”

据了解，特钢是高端制造业和国家

重大工程所需的关键和基础材料，从生

产最简单的普钢起步，江阴高新区已成

为全国唯一一个以特钢新材料为“一区

一战略产业”的国家高新区。“钢铁产业

是传统产业，但加上一个‘特’字，就是

战略性新兴产业。30年时间内，江阴高

新区都在围绕这条产业链做一件事，延

链、补链、强链，如今已形成了一条特钢

新材料全产业链。”江阴高新区经发局

局长张晓华说。

但是，目前我国制造业多数产品的

可替代性较强，产业链根植性、稳定性

和竞争力仍然较弱。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相关专家表示，需

要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形成具

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

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竞争合作。

事实上，国家高新区早已聚力拉长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做强创新链，推

动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如，成都高新

区打造出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产品制

造能力，加快构建智能制造全产业链；

济宁高新区通过不断优化先进制造业

产业链结构、提升产业链价值，形成了

“机型设计—关键零部件—系统集成

—整机装配—产品营销—服务支持—

产品再制造”工程机械产业链；株洲高

新区集聚汽车整车、零部件和机械加

工企业，已初步形成涵盖设计研发、零

部件生产、整车制造等环节的完整新

能源产业链……

从制造到“智造”

当前，我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

造强国”，这条路该怎么走是必须思考

的时代课题。有业内专家表示，在这一

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制造业的高质量发

展，推动制造业进入“智能化”时代。

近年来，国家高新区主动出击，加

快推动制造向“智造”转变。

在重庆高新区企业方正高密电子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设备依靠智

能管控，为数不多的员工对着电子看

板操作，几乎没有多余动作。“通过系

列 数 字 化 改 造 ，用 工 率 下 降 15％ -
20％，产品良率提升至 90％以上，公司

年产值近 10亿元。”高密电子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

日前，无锡高新区企业小天鹅电器

有限公司入选“2020国内智能制造标杆

企业”名单。“未来，小天鹅将进一步强

化 5G、人工智能在智能制造中的典型

应用，持续提升智能制造能力，加快培

育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小天鹅电器

有关负责人说。

如今，国家高新区已经涌现出一大

批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等

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互联网工业新成

果，成为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

动实践。

“从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来看，我国

仍未迈入‘制造强国第二阵列’，高质量

转型发展之路任重道远。”中国工程院

院士朱高峰表示。

下一步，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

国家高新区，将扛起制造业发展的大

旗，以创新为引擎,强化核心技术攻关,
推动中国制造行稳致远，为我国加快制

造强国建设贡献高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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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红院士牵头项目获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

本报讯（记者 张伟）近日，科技

部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共安全

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重点专项

2020年度项目立项通知，由湖南工商

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晓红作

为项目负责人申报的“生态环保类案

件智能审判与态势预警技术研究”获

得立项资助，资助经费1355万元。

该项目以生态环保类案件为切入

点，以互联网平台和智能设备为载体，

开展案件知识体系与图谱、智能辅助

审判、态势预警及特征挖掘等研究工

作，构建基于大数据的生态环保类案

件智能推理和智能审判辅助系统和生

态环保案件态势预警分析平台，优化

生态环保类案件智能审判与态势预警

流程，规范案件审判标准，提高案件审

判效率和判案准确性，助推实现“数字

法治、智慧司法”目标。

项目团队主要来自湖南工商大

学、中南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西

南财经大学和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有限公司，从事国家生态安全法治、重

金属污染防治等领域研究，在生态环

境安全、环境犯罪检测工程技术等方

面具有显著优势。

该项目的获批将推动湖南工商大

学基础科研工作迈上新台阶，为湖南工

商大学学科交叉、校际合作及联合示范

单位开展科技攻关提供成功样本。

▶ 本报记者 刘琴

新华社讯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拉索”（LHAASO）的水切伦科

夫探测器阵列(WCDA)三号水池日前

注水达到正常工作水位，标志着该探

测器阵列全部建成。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位

于四川省稻城县海子山海拔 4410 米

处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其

主要使命是捕获高能宇宙线并分析其

来源和机理。宇宙线是来自外太空的

高能粒子流的总称。这些人类肉眼看

不见的“天外来客”，携带着大量天体

演化以及宇宙早期的信息，是人类探

索宇宙的重要途径。

水切伦科夫探测器阵列总面积

78000 平方米，由三个“品”字排列的

水池组成，内有 3120 个探测器单元、

6240个光敏探头，如同在高原上拉起

一张“天网”，观察粒子“阵雨”在水中

产生的光。

“拉索”项目首席科学家、中科院

高能物理所研究员曹臻介绍，探测器

阵列有效探测面积是国际上最大同类

型实验装置的 4 倍，能够对银河系内

外的伽马暴、快速射电暴、引力波电磁

对应体等具备瞬变特性的高能辐射信

号进行探测。

据介绍，“拉索”由电磁粒子探测

器阵列、缪子探测器阵列、水切伦科夫

探测器阵列、广角切伦科夫望远镜阵

列组成，建成后将成为世界范围内的

宇宙线研究中心之一。 董瑞丰

大科学工程“拉索”
建成首个探测器阵列

新华社讯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

家统计局日前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

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数据公告》显

示，2019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

值为114631亿元，比2018年增长7.0%，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6%。

专利密集型产业是指发明专利密

集度和规模达到规定的标准，依靠知

识产权参与市场竞争，符合创新发展

导向的产业集合。统计数据显示，

2019 年，在七大类专利密集型产业

中，新装备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制

造业、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的增加

值较高，分别为 34004 亿元、23021 亿

元和 22823 亿元，所占比重分别为

29.7%、20.1%和 19.9%。信息通信技

术服务业，研发、设计和技术服务

业，环保产业增长最快，分别同比增

长 17.2%、14.0%和 7.2%。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负

责人介绍，2019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

业规模保持平稳增长，体现了我国经

济结构优化、增长动能转换的新进展，

反映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成效，专利

密集型产业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张泉

2019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
增加值达11.46万亿元

新华社讯 被誉为“中国天眼”

的 500 米 口 径 球 面 射 电 望 远 镜

（FAST）将于 2021 年 4 月 1 日正式对

全球科学界开放，征集来自全球科学

家的观测申请。

据了解，自2021年4月1日起，各

国科学家可以通过在线方式向国家

天文台提交观测申请，申请的项目将

交由“中国天眼”科学委员会和时间

分配委员会进行评审、提出项目遴选

建议，并于8月1日起分配观测时间。

“中国天眼”运行和发展中心常

务副主任、总工程师姜鹏说，面向全

球科学界开放的第一年，预计分配给

国外科学家的观测时间约占10%。

按照科学目标和相关战略规划，

“中国天眼”已确立多个优先和重大

项目，其中包括多科学目标漂移扫描

巡天、中性氢星系巡天、银河系偏振

巡天、脉冲星测时、快速射电暴观测

等，但观测申请不限于这些领域。

“中国天眼”于 2020 年 1 月 11 日

正式开放运行。在中科院国家天文

台主导建设之初，即确立了“中国天

眼”将按国际惯例逐步开放的原则，

以更好地发挥其科学效能，促进重大

科学成果产出，为全人类探索和认识

宇宙作出贡献。 齐健

中国天眼将对全球科学界开放

“报告，已完成电力北斗卫星定位设

备网络接入。”

“收到，北斗卫星数据连续回传，调

试成功。”

近日，贵州电网电力北斗首座地面

增强基站接入南方电网总部基站平台，

这也是南方电网公司首座北斗地面增强

基站正式接入总部平台，标志着贵州电

网开启“电力+北斗”新时代。

截至目前，贵州电网 121座北斗地

面增强基站的施工安装已提前完成，并

将于 2021 年 3 月前完成全部基站数据

接入工作。除了贵州外，2020年南方电

网在576座变电站建成电力北斗基站。

2020年 6月，国家电网也发布计划

称，年内要建设 1200座电力北斗基站，

将具备在全域范围内提供实时米级、分

米级定位服务。

如今，北斗织就这张精密的“天网”，

正在为我国能源发展保驾护航。

北斗+电力更给力

“温州调度自动化系统北斗通信通

道已正常联通，3座 10千伏水电厂数据

全部核对无误。”2020年11月24日晚，浙

江温州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办公室

仍然灯火通明，运行人员话音刚落，大家

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

此次基于北斗通信技术的电厂信息

采集监测功能的实现，可为温州极端灾

害情况下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建设示范

工程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业内专家表示，这种基于北斗通信

技术建成的平台，可及时采集和监测电

厂等环节的信息，为高弹性电网提供数

据支撑，帮助沿海城市建起一张“不怕台

风的电网”。

在贵州每到冬季，冻雨天气容易

导致输电线路表面结冰，承重增加，导

致线断塔倒。目前，困扰该地的难题

终于得以解决，由于引入北斗通信和

定位技术，输电线路的监控数据可直

接传送到电网生产指挥中心。一旦被

检测出存在覆冰危险，预警系统会直

接对终端进行定位，实时为防冰提供

有效指导。

精度可达厘米级

近日，在广东省韶关市 220千伏芙

蓉变电站内，工作人员开展了一次在线

监测装置运维工作。在站内走动的设备

运维人员佩戴一顶特殊的“定位安全

帽”，帽子右侧有天线，前端有摄像头。

“这顶安全帽有定位、通信、拍摄等

功能，可自动连接电网自建的北斗地基

增强站及北斗高精度位置服务系统，形

成一套作业安全管控系统，以远程安监

代替现场人工监查，减轻安监人员的工

作负担，确保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广

东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设备与环境

监控评价部专责许海林说。

在雄安新区，18座变电站、354条配

网线路及600余组故障指示器目前已全

部应用北斗技术，实现雄安电网北斗技

术应用全覆盖。这不仅实现了电网导航

授时领域区域性的自主可控，也是基于

北斗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的转

型实践。

“利用北斗导航无人机自主巡检，我

们实现了厘米级的位置控制，实现了真

正的无人化，提高了巡视效率和巡视质

量，从而更好地保障安全可靠供电。”国

网河北雄安新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刘海

峰说。

打通“最后一公里”

“天上好用、地上用好。”这是首任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对

北斗系统的殷切期望。

“要实现‘天上好用、地上用好’的应

用目标，北斗技术不仅需要继续创新，而

且亟需打通‘最后一公里’。”华北电力大

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薛安成说。

与GPS一样，北斗卫星信号暴露在

空气当中，易受卫星信号攻击的影响。

而能源电力是特殊行业，需要构建统一

安全防护体系。特别是在一些攻防战

中，一旦对方切入假信号，让系统的某

个环节获得错误信息，便可能导致其他

环节连续错判，影响系统安全稳定运

行。

“目前，‘北斗+电力’在应用初期大

多是逐个探索，缺乏顶层规划设计。标

准缺失在应用初期引发了兼容性不佳的

问题。”薛安成表示，比如，不同厂家解析

同样的北斗信号，由于缺乏标准，同一类

信号的解析输出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

会影响到后续环节的应用。

标准的缺失，间接地带出了北斗应

用的另一个短板——商业模式缺失。相

对于GPS，北斗的应用时间短，应用范围

小，导致整体应用的成本相对较高。加

上不少环节仍然缺失统一标准等问题，

其应用势必会增加更多的额外成本。

“面对这些问题，需要不断优化技

术、建立应用标准、完善安全体系，在应

用上稳步向前，打通技术的‘最后一公

里’，驱动其实现价值的生产、传输及分

配。”薛安成说。

▶ 本报记者 李争粉

北斗“触电” 为我国能源发展保驾护航

近日，在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员工

食堂里，员工正通过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点餐、消费、支付一站式体

验。据悉，这是可视卡式硬钱包首次亮相。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近日，我国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人工影响天气无人机

“甘霖-I”在甘肃省金昌金川

机场首飞成功。据介绍，“甘

霖-I”具备远距离气象探测能

力、大气数据采集能力和增雨

催化剂播撒能力，同时拥有防

除冰能力，具备复杂气象条件

下的作业能力。图为人工影

响天气无人机“甘霖-I”降落

至金昌金川机场。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