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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征关税将使公司难以为继”
———美国佛罗里达火车模型制造商的焦虑

■ 新华社记者 许晟

新一轮产业技术变革加速，经济转型升级

潮流澎湃汹涌，敏锐的企业家们纷纷加大研发

力度，创造创新，在时代变革中寻找机遇。

近期多个市场发布的企业财报显示，研

发投入的增加，给企业带来了业绩的增长，给

经济转型发展注入了不竭力量。

研发加强，
助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

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华为子公

司海思半导体总裁何庭波 5 月 17 日向全体

海思员工群发的邮件备受关注。

备胎转“正”的底气，源自华为持续多年

对芯片研发的投入。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

重视研发创新。

比亚迪去年研发投入 85.36 亿元，同比

增长 36.22%；长安汽车截至 2018 年末研发

人员 7722 人，比上年增加 7.59%；京东方 A
去年新增专利申请 9585 件……

“随着我国对专利技术保护力度的加强，

对技术创新发展的引导推动，社会对人才重

要性认识的加强等，企业在研发人才、资金方

面的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望华资本创始人戚

克栴说。

上交所数据显示，2018 年沪市实体类公

司研发投入 3900 亿元，同比增长 21%；中企

联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企业 500 强研发投

入较 2010年增长了 1.66 倍。

不仅是大企业，在中小微企业集聚的新

三板，全市场挂牌公司 2018 年研发费用合计

599.13 亿元，同比增长 15.69%；硕士及以上

人员占比 2.7%，是我国整体水平的 3.46 倍。

日积寸功，方能成器。难以计数的企业投

下的研发力量，正在转变成增长的动力源。

凭借在新能源领域的创新，比亚迪 2018

年营收同比增长 22.79%；通过向“强智造”转

型升级，福耀玻璃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30.86%；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额 10%至 15%
的恒瑞医药，业绩常年保持稳定增长……

聚沙成塔，积土成山。在持续的研发投入

下，一批新兴产业在市场竞争中成长了起来。

在战略新兴产业占比超七成的创业板，

2018 年营收总额同比增长 15.85%；849 家新

三板创新层公司一季报显示，净利润总额同

比增长 28.15%。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集

聚发展，正在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矢志创新，
紧抓机遇搏浪转型发展

昆明洛龙河畔、北京翠湖旁……凭借自

主研发的双膜新水技术，碧水源建起了一座

座再生水厂，为市政、湿地、农田等持续输出

清洁水。碧水源的进取，是我国新兴产业发展

的一个切片。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企业必须顺势而为。

“老百姓对品质生活、个性化体验的追求

越来越高。这些追求从需求端推动着企业研发

创新，开发出更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中

国企业联合会副研究员高蕊说。 咱下转 P2暂

本报讯 渊记者 喻永国冤 6 月 21 日，四川

省民营经济蓝皮书———《四川省民营经济发

展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

布。《报告》显示，2018 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

值达到 22868.37 亿元，增速快于全省 GDP，
占 GDP 比重达到 56.2%，拉动 GDP 增长 4.6
个百分点，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场

活力持续释放。

该《报告》由四川省工商联牵头，联合四

川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商务厅、

省人社厅、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管局、省统计

局、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及全省 21 个市(州)工
商联，部分商(协)会及民营企业共同编撰并公

开发行。内容涵盖民营经济投资、中小企业发

展、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民营企业进出口、民

营经济就业、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发展和民营

经济金融服务等内容。

《报告》显示，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及商事制度改革的深化，2018年全省民营经济

市场主体活力显著增长，主体数量达到 545.25
万户，同比增长 13.5%，占市场主体总量的

97.2%，全省 90%的税收由民营经济贡献。且新

增企业数量进一步加快，2018年，全省新设企

业数量达 30.50万户，同比增长 17.5%，占到市

场主体总量的 29.0%。新设市场主体结构的优

化促使存量市场主体结构得到优化。

民营企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从业人员，成

为就业的主要承载主体，提供了全省 60%左右

的城镇就业岗位，容纳了 90%的新增就业。

外贸总额大幅增加，开放水平进一步提

高。2018 年，全省民营企业与 220 个国家和

地区开展进出口业务，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

1356.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5.9%，高于全

省增幅 16.7 个百分点；主体队伍持续壮大，

2018 年全省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 4164
家；贸易产品种类更加丰富，2018 年全省民

营企业进出口货物超过 4900 种。

另外，2018 年“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

展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突出，四川各地

民营经济较快增长，21 个市（州）中，有 14 个

地区民营经济增速超过 8%，经济增加值总量

在 1000 亿元以上的市州达到 5 个。五大经济

区民营经济呈现出“1+2+2”区域格局，“1”即
成都平原地区遥遥领先，比重为 60%，“2”为
川南和川东北经济区占 15%，另一个“2”为攀

西和川西北经济区占 10%。

当然，《报告》也指出了四川民营经济发

展中还存在四大主要问题，主要是民间投资

占比较低，投资结构有待优化；市场主体整体

能力较弱，领军企业数量偏少；产业结构层次

不高，企业转型升级困难较大；要素成本仍然

较高，部分企业效益下降明显。

对此，《报告》建议，要增强企业信心，促进

民间投资；围绕全省战略，壮大市场主体；降低

要素成本，切实排忧解难；推动企业创新，增强

创造能力；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成本。

2019 正和岛创变者年会
在青岛举行

6 月 20 日至 22 日，由青岛市人民政府

联合正和岛举办的“2019 正和岛创变者年会

暨千企助力青岛（半岛）发展行”在山东青岛

举行。本次大会以“创变者：新时代追梦人”为

主题，近百位全球政、商、学界代表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创变理念与成

果，聚焦新时代共享新机遇。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出

席大会并发表演讲，同时对全国各地企业家

发出邀请：“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青岛热

诚地期待更多企业家加入”。他表示，市场化、

法治化的意识要渗透到血液中，成为一种自

觉和习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

正和岛首席经济学家、民进中央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王林在题为《中国的潜力与动能》

的演讲中表示，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中国经

济增长底气也就是动能来自于中国巨大的经

济体量和规模、经济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内

需市场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动力结构已发生根本改变。

据了解，“2019 正和岛创变者年会暨千企

助力青岛（半岛）发展行”活动涵盖了 3 天 2夜

的密集议程和 20多个互动环节。围绕助力青

岛（半岛）发展的目标，设置了书记演讲、市长

推介、半岛城市高光时刻、西海岸投资考察、青

岛名企实地探访等多种形式的政企对接环节，

推动“双招双引”，加速产业落地。 渊新华冤

腾讯等25家国际企业
拟共建“全球品牌创新
和创意中心”

中国腾讯集团、宝洁、联合利华、路威酩

轩等 25 家国际企业代表 6 月 20 日在戛纳联

合宣布，将共建“全球品牌创新和创意中心”。

2019 年戛纳国际创意节于 6 月 17 日至

21 日在法国南部城市戛纳举行。来自上述 25
家国际企业的代表 20日出席了戛纳国际创意

节下设的全球首席营销官发展理事会论坛。腾

讯高级执行副总裁刘胜义介绍说，“全球品牌

创新和创意中心”将通过线下一对一和线上一

对多的方式，邀请全球知名企业首席营销官，

共同探讨品牌创新、营销模式等行业议题。

据介绍，该中心将与英国《经济学人》杂

志共同制定“品牌创新和创意指数”，为品牌

驱动的商业增长提供可衡量指标。

法国路威酩轩集团全球品牌官玛蒂尔

德·德卢姆说，人类正在从工业文明转向数字

文明，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意创新，才有可

能让技术和产品令所有人受益。

刘胜义表示，在数字时代，以用户为本的

科技创新将成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手段。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通过科技创新释放

每个个体的善意，搭建“无障碍”数字社区，提

供更加智慧高效的基础民生服务，将是未来

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每年举办一届的戛纳国际创意节源于戛

纳电影节，最初由电影广告媒体代理商发起，

随后增设了海报与平面、创意、网络等多个奖

项。戛纳国际创意节也逐渐发展成为世界重

要的广告、创意界展会。 渊杨一苗冤

2018 四川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出炉
经济增加值达2.29万亿 占全省GDP半壁江山

研发加强激活新动能 紧抓机遇搏浪新时代
———从企业研发看经济转型发展

荫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
动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代表在介绍华为昇腾 芯片。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 摄

荫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总部拍摄的“空中纯电动车充电塔”。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