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本报工作人员必须持有效证件。

本报人员个人不得以新闻舆论监督之名

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收取任何费

用；本报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收取现金，广告

等宣传需正式签订本报合同并通过银行

汇款到报社账号，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

现金或转付到与报社无关的其他账号。

举报电话：028-87344621
企业家日报社

本报监督公告

广告

今日 版 第 218 期 总第 9889 期 企业家日报社出版 值班副总编辑：肖方林 责编：袁志彬 版式：黄健 全年定价：450元 零售价：2.00元 2020 年 9月 23 日 星期三 庚子年 八月初七

ENTREPRENEURS' DAILY

做 中 国 企 业 的 思 想 者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邮发代号：61—85 中国企业家网：www.zgceo.cn 电子版：www.entrepreneurdaily.cn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jrwbd http://weibo.com/qyjrb

8

企业家日报微信公众平台
二维码

中国企业家网
二维码

新闻热线：028-87319500

投稿邮箱：cjb490@sina.com

P2———东莞民企的应变图存

打通产业链堵点 为中小企业集体带货

■ 孙飞 荆淮侨

在珠江入海口东岸，深圳这座拥有超过

300 万商事主体的都市，4.2%的研发投入占

比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数百万企业形成了“6
个 90%”的独特创新现象：

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
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

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

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

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

于龙头企业。

尊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是这一现象

的最基本逻辑。40 年来，深圳经济特区不断

推进市场化改革，健全产学研机制，让企业创

新“规模效应”日渐显现。

从制造到创造：
在市场大潮中成长

记者近期来到位于深圳光明的 TCL 华

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偌大的车间里，一块块

显示面板正在机器的操控下缓缓移动。

TCL 华星高级副总裁赵军充满信心地说，

尽管疫情对半导体显示行业带来冲击，但今年

上半年 TCL华星实现逆势增长，公司产品销售

面积达 1420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47.9%，实现

营业收入 195.1亿元，同比增长 19.9%。

企业的信心，来源于技术创新。

10 年前，面板产业是韩国、日本等企业

的天下，面对“缺芯少屏”掣肘，TCL 华星等国

内家电企业从制造向创造“爬坡跃升”，开始

向着面板“城墙”冲锋，面板生产线合计投资

金额近 2000 亿元。凭借自主创新，TCL 华星

先后入选国家印刷及柔性显示创新中心、国

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并获得广东省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

如今，企业正在新型显示技术和材料领

域不断完善布局，助力深圳打造规模大、竞争

力强、技术领先的半导体显示产业基地。

40 年来，从“三来一补”的加工制造，到跟

随式创新，再到“无中生有”的源头创新……

“回顾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奇迹，创新是

第一动力，企业无疑承担了创新主体责任。”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

达说。

从跟跑到领跑：
在创新中增强本领

从华强北层出不穷的功能机，到日渐多

样的品牌手机，再到更快速度、更加智能的

5G 手机……一部手机窥斑见豹，深圳从落

后、到并跑、再到领跑，密码就是创新。

位于深圳南山的传音控股，手机产品全

部出口海外，其中非洲市场收入占比近八成。

IDC（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在超过 12 亿人口的非洲市场，传

音手机占有率达 52.5%，成为手机行业的“非

洲之王”。

今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 4.24 亿元，

同比增长 21.71%。传音控股相关负责人表

示，研发投入的增加，将加强公司整体的持续

创新能力，巩固公司在新兴市场的领先地位。

上半年，传音控股实现净利润 10.91 亿元，同

比增长 33.42%。

不仅是 5G 手机，今天的中国，5G 时代已

经起航。

8 月 17 日，深圳宣布建成超 4.6 万座 5G
基站，实现全市 5G 独立组网全覆盖。

“5G 给企业技术研发带来了更多便利。”

从事自动驾驶技术研发的深圳元戎启行公司

副总裁刘念邱说，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吸引

更多优秀人才。

今年上半年，广东第一经济强区深圳南

山拼出增长 2.5%的“硬核”成绩单，其中 5G
产业爆发增长功不可没。

在这一新赛道上，南山一批工业企业实

现了产值翻番，如中兴微电子承接 5G 芯片设

计订单，产值增长 273.8%；华扬通信生产 5G
基站核心器件环形器、隔离器，产值增长

245%等。

从单一到集群：
面向未来孕育新机

核酸检测试剂、呼吸机、体外膜肺氧合

（ECMO）设备……疫情让人们对医疗器械更

加关注，创业团队集聚深圳，为构建强大的公

共卫生体系贡献力量。

今年 7 月，密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合伙人戴逸翔和团队来到深圳创业。据统计，

目前深圳有 900 多家医疗器械企业，拥有发

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近 2 万项，其中

超 50家企业年产值超亿元。

今年 5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同意广

东省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升级为国家高

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以深圳高性能医疗

器械国家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依托单位开展组

建工作。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建设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有利于集

聚产业链上下游创新资源，突破高端医疗装备

关键核心技术，打造贯穿创新链、产业链和资

金链的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来自深圳市企业注册局的数据显示，深

圳现有商事主体 343.2 万户，商事主体总量

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一代一代奋斗者在深圳挥洒汗水，用平

凡的双手实现不平凡的梦想，他们的命运因

深圳而改变，深圳的未来也因他们更精彩。

“1991年，爷爷来深圳创业。近 30 年后，

我也来到深圳开启新事业。”戴逸翔表示，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是今后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

着力点，期待能循着先辈脚步，在深圳书写自

己“春天的故事”。 渊据新华社冤

国务院办公厅：
15 项措施
引领新型消费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以新业态

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定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

加快推动新型消费扩容提质，努力实现新型

消费加快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意见》提出，经过 3原5年努力，促进新型

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加完善，

到 2025 年，培育形成一批新型消费示范城市

和领先企业，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比重显著提高，“互联网+服务”

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得到普及并趋于成熟。

《意见》明确提出四个方面 15 项政策措施：

一是加力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遥
进一步培育壮大各类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有序发展在线教育，积极发展互联网健康

医疗服务，鼓励发展智慧旅游，大力发展智能

体育，创新无接触式消费模式。推动线上线下

融合消费双向提速，支持互联网平台企业向

线下延伸拓展，引导实体企业更多开发数字

化产品和服务。鼓励企业依托新型消费拓展

国际市场。

二是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

能力建设遥
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大 5G

网络、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优先

覆盖核心商圈、重点产业园区、重要交道枢

纽、主要应用场景等。完善商贸流通基础设施

网络。大力推动智能化技术集成创新应用。安

全有序推进数据商用，更好为企业提供算力

资源支持和优惠服务。规划建设新型消费网

络节点，着力建设辐射带动能力强、资源整合

有优势的区域消费中心。

三是优化新型消费发展环境遥
加强相关法规制度建设。深化包容审慎

和协同监管，强化消费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跨

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健全服务标准体系，推进

新型消费标准化建设。简化优化证照办理，进

一步优化零售新业态新模式营商环境。

四是加大新型消费政策支持力度遥
强化财政支持，研究进一步对新型消费

领域企业优化税收征管措施。优化金融服务，

鼓励银行等各类型支付清算服务主体降低手

续费用。完善劳动保障政策，促进新业态新模

式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

认识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新型

消费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测评

估，注重宣传引导，细化实化政策措施，优化

制度环境，强化要素保障，持续扩大国内需

求，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

件。 渊新华社冤

■ 王璐

作为未来三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中央企

业自主创新将获“升级版”政策力挺。记者获

悉，提升中央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关指导

意见正在研究制定，将在多方面加大支持力

度，研发投入强度、扩大首台（套）装备和首批

次新材料应用等被纳入国有企业负责人业绩

考核，科技体制改革也将积极推进，在激励、

选人用人等方面实现突破。目前多家央企已

明确相关路线图，随着科改示范行动等全面

铺开，科技型国企改革将掀热潮。

世界首座高铁跨海大桥主塔封顶、“一箭

九星”海上成功发射、我国首个自营深水油田

群投产……近年来，中央企业通过全力推动

创新发展，研发投入呈稳定增长态势，自主创

新能力不断提高，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

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主力军。

数据显示，2018 年中央企业研究与试验

发展（R&D）经费支出近 5000 亿元，同比增长

13.4%，超过全国研发经费的四分之一。2019
年 1 至 11 月，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24.6%，其中石油石化、钢铁、汽车等行业企业

同比增长超过 30%，今年上半年这一凶猛的

势头继续保持。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在近日召开

的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媒体通气会上

表示，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不断提升，但是还有一些重要指标与世界一

流企业存在明显差距，比如工业企业的营收

研发投入比例等。

业内人士指出，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将是一项重要任务。目

前在央企和地方国有重点企业中启动的对标

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明确，加强科技管理、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包括进一步加强科技创

新战略规划，强化新兴技术和战略必争领域

前瞻性布局，加大研发投入；完善技术创新体

系，形成梯次研发体系，加强高水平研发平台

建设；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进国企创新

联合体建设，打造高水平双创平台，组建共性

技术研发平台和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对 2022 年国有企

业研发投入强度增长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并

将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考核激励等方面加

大支持力度。同时，鼓励支持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和首批次新材料应用，加快提高可靠

性。“此举将有助于推动中央企业进一步重视

并实质性增加研发投入。”中国企业联合会研

究部研究员刘兴国表示。

多家央企已明确路线图。例如，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 2020年科技创新大会提出，要以技术

攻关行动为依托，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到 2025
年达到 160亿元，着力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勇闯

技术“无人区”，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近日召开的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科技创新大会上，中国华电集团董事长温枢

刚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举集团之力

加强科技创新，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

轮驱动”，积极构建华电科技创新生态圈。

同时，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创

新为突破口，加快锻造“杀手锏”技术，并且着

力加强产业数字赋能，打造具有华电特色的

“产业垣互联网”竞争新优势。

科技创新更大活力的激发还有赖于改

革。刘兴国认为，推动中央企业创新发展，需

要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充分激发企业负责人

与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同时，建立健全并切

实落实创新容错机制，形成鼓励创新的良好

氛围。此外，优化创新人才政策，支持企业引

进创新人才，给予企业更大创新人才用人自

主权。 咱下转 P2暂

企业唱主角：
深圳“6 个 90%”的创新密码

央企自主创新将获升级版政策力挺
研发投入强度等将纳入业绩考核，科技型国企改革掀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