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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自贸港 奋进新征程
——2021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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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保
持制造业比
重 基 本 稳
定？中小企
业将有哪些帮
扶？如何打造

数字经济新优
势？8日举行的全

国两会“部长通道”
上，面对记者关心的工业

和信息化领域热点问题，工信
部部长肖亚庆给予回应。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对经
济发展全局至关重要。

“我国制造业比重在2006年达
到32.5%以后，逐渐下降。但是有
个大背景，就是我们的经济总量在

不断提升。”肖亚庆认为，保持制造
业比重基本稳定，不仅要把制造业
的总量进一步提升，更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

首先就是保持产业链完整，把
弱项和短板补齐，使得在任何时
候，制造业都是支撑，都不能“掉
链子”。

其次，要在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方面进一步提升，要对传统行
业实施技术改造，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但新兴产业的发展不能盲目
重复建设，要防止“一哄而起”。同
时要鼓励产业集群发展，鼓励发展
龙头企业。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
久久为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要

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和各方的合
作，实现更加国际化的发展。”他说。

中小企业是我国数量最大的市
场主体，在吸纳就业、促进经济发展
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去年以来，为应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冲击，各方面密集出台了许多
帮扶中小企业的政策，要继续为市
场主体纾困，引导更多的中小企业
聚焦主业、做精主业。

肖亚庆说，工信部将把已有的
各项政策落实落地，见到实效。他
还强调，目前中小企业发展还面临
很多不确定因素。“作为中小企业主
管部门，我们将根据企业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有针对性地提
供各方面服务。”他说。

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越来越重要。肖亚庆说，当前工
业经济正向着数字化大踏步迈进，发
展数字经济，要将基础进一步夯实。

“今年以及未来五年，我们将建
成系统完备的5G网络，5G垂直应
用场景将进一步拓展。”他说，在数
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还要进一步扩大
消费，在网络的覆盖面和便捷程度
以及用户体验方面不断加强，同时
加快数字经济和各行各业的融合。

未来三年是工业互联网的快速
成长期。谈及工业互联网，他提出，
未来几年要把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基
础打好，通过工业互联网产生更多
的创新应用，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如何提
升基础创新
能力？科技
体制改革怎
样深化？科技

如何支撑抗疫？
8日举行的全国两

会“部长通道”上，科
技部部长王志刚围绕记

者关心的基础研究、科技体制
改革、完善区域创新布局、科技支撑
抗疫等方面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基础研究是科研的总开关，实
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提升基础创新
能力。王志刚表示：“我们经常讲到
产业链、供应链有短板弱项，如果追
踪溯源，就是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
存在薄弱环节。”

王志刚表示，国家创新体系中基
础创新的比重和位置越来越重要、顶
层设计和系统布局更加合理，我们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的
基础研究格局也正在形成。

“同时，近年来我国在基础研究
领域也取得一系列成果，包括铁基
超导、干细胞、量子信息、类脑芯片
等领域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
学科。”王志刚说。

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
继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更加强调
国家战略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更
加注重青年科技人员投身基础研
究、建立基础研究中心和平台……
此次“部长通道”上，王志刚用五项
具体举措，向大家概括了继续加强
基础研究的着力点。

面对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
题，王志刚说：“我们主要是围绕着国
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围绕着如何调动
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何能够构建法
律、政策、社会环境，以及如何能把国
家的科技投入、全社会的科技投入用
出更好的绩效等方面来展开。”

“下一步，我们的科技体制改革
一是要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重点
来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二是要
以科研评价为抓手来持续推进，要
让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
子一起转。”王志刚说。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要走创新驱
动发展的路子。面对有关完善区域创
新布局的提问，王志刚表示，区域创
新、地方创新是国家整个创新体系和
创新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部的

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发展战略来开
展科技创新活动，发挥高新区辐射带
动引领作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
问题，在基层推动科技创新工作。

过去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全
国各界在党中央领导下奋力抗疫，科
技工作者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王志刚表示，下一步针
对疫情防控，科技领域要有更多的支
撑方法、支撑手段和支撑技术。

“这次疫情也给我们敲响警钟，
实际上对这种重大传染病来讲，科
技要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能好
了伤疤忘了疼，科研攻关要持续进
行，各种科研活动要科学布局、持续
展开，宁可备而不用，也不能到时候
束手无策。”王志刚说。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3月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第二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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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的 一
年，消费表现
会如何？我
国在扩大开
放方面将迈
出哪些新步
伐？8日举行

的全国两会“部
长通道”上，商务

部部长王文涛回应
了商务领域热点问题。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比上年下降3.9%，为39.2万亿元。
如何判断今年的消费走势？

在王文涛看来，随着我国对疫
情控制持续向好，经济复苏持续向
好，以及一系列援企纾困政策持续
发力，今年消费预计将呈现恢复性

的快速增长。
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立
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
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依托国内经
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
强大引力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并明确，稳定和扩大消费。

“商务工作联通国内国外，是国
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在构建新发
展格局中起着重要作用。”王文涛说。

他表示，未来商务部在扩消费
方面，将升级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
费，创新消费平台，改善消费环境。
比如，改造提升步行街，打造特色商
圈，鼓励建设15分钟便民生活圈
等，让消费下沉，解决消费“最后一
公里”问题，真正方便老百姓。

再比如，在乡镇建立商贸中心，
实现电商全覆盖，鼓励和引导商贸
流通企业下沉服务农村，以更好扩
大农村消费。

“商务工作涉及流通和消费，在
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大有可为。”王
文涛说，关键是紧紧扭住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
理，立足于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努力扩大消费，把全球最具潜力的
大市场，变成国内经济发展的主引
擎和吸引国外资源要素的引力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行高水
平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
质。新的一年，我国对外开放如何
迈出新步伐？

王文涛用几个“更”字来概括
——开放大门更大，开放平台更实，
开放环境更优，开放合作更深更广。

他表示，商务部未来将进一步
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以自贸试
验区、自由贸易港等为平台，逐步走
向以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为主
的制度型开放；推动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尽早生效实
施、中欧投资协定签署……

关于RCEP生效实施，王文涛
表示，商务部正会同相关部门，加快
推进技术准备方面工作，以确保协
定生效时可以马上实施。商务部还
将加大对协定的宣介培训力度，确
保协定能真正惠及企业、造福百姓。

“畅通双循环，更重要的是推动高
水平开放。”王文涛说，在此基础上，促
进双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即产业相融、
市场相通、创新相促、规则相联。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砥砺前行的硕果
催人奋进的故事
——来自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第二场“代表通道”的心声

“只要为我们抗疫作出贡献的人，都是最可
爱的人”“幸福来自于劳动”……

3月8日14时许，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第二场“代表通道”开启。7位来自不同行业领
域的基层全国人大代表通过网络视频回答记者
提问，一句句发自肺腑的履职心声和感受，犹如
早春暖阳，催人奋进。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中国工程院院士、天
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代表首先接受提问。
他深情回顾了去年在武汉抗疫前线的经历，尤其
是广大年轻一代医务工作者的表现让张伯礼感
触深刻。“‘80后’是主体，‘90后’是先锋，还有不
少是‘00后’，他们是新锐。”张伯礼说，他们不怕
牺牲、勇于奉献，经历了这场抗疫大考。

“谁是抗疫中最可爱的人？不管是冲锋陷阵
的，还是默默无闻的，只要为抗疫作出贡献的人，
都是最可爱的人。”张伯礼说。

在各行各业中，“90后”等“后浪”逐渐肩负
起时代使命。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的
项目质量管理员邹彬代表就是一名“95后”。从中
建五局内部“练兵”到逐步挑战行业更高级别比赛，
他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
项目优胜奖，实现了中国在这一奖项上零的突破。

“要用十足的韧性接受挑战，用十足的耐心
追求极致。”经过多年磨砺，邹彬对“工匠精神”有
了新理解。同时，他也鼓励更多的农民工兄弟姐
妹：坚持干一行爱一行，成长为大国工匠，为实现
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邹彬还建议加快推动农民工向新型技术产业
工人转型，并呼吁全社会更加关心、关注农民工群
体，让他们有更多学习提升、改变命运的机会。

45年前，大地震给唐山人民带来了深重灾
难；45年后，河北省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院长杨震
生代表和全院工作人员仍在细心照料着因当年
地震导致截瘫的伤员。

地震后废墟上出生的杨震生，他的名字寄托
了人们的希望，也注定杨震生和截瘫伤员的不解
之缘。“我有使命帮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活出
精彩的人生。”

令人欣慰的是，截瘫伤员在疗养院不但快乐
幸福地生活，而且用乐观向上书写出大爱奇迹。

“我们培养了2名残疾人世界冠军，他们在
国内外残疾人运动会上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杨
震生说，像这样热爱生活、多才多艺的截瘫伤员
还有很多，他们努力回报社会，实现了人生价值。

爱与希望也激励基层工作人员坚守初心与
使命。

云南省丽江市文化馆副馆长范永贞代表见
证了丽江市文化馆从一无馆舍、二无工作经费，
发展成为如今国家一级馆的过程。“这饱含了党
和国家对我们边疆民族地区的无限关心和厚
爱。”范永贞说。

有了这份厚爱，工作更有信心。如今的丽江
市文化馆不仅全年免费开放，还办起了有15个
艺术门类的老年大学，1年可以举办100多场群
众文化活动……

“这份爱和希望一直是我们文化工作者坚守
的初心和使命。”范永贞说，在我们各民族同胞的
血脉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需要传承的精神有很多，在推进中国制造向
“中国智造”转变过程中，“工匠精神”不可或缺。

2004年以来，拥有30余项发明专利的中国第
一汽车集团公司红旗工厂技术处外网维修工人、首
席技能师齐嵩宇代表被称作“生产线上的发明家”。

在齐嵩宇看来，“工匠精神”是一种精益求
精、无私奉献、勇于创新的精神。

为了更好地传承“工匠精神”，2015年起，齐嵩
宇每年都会培训200多名学生。他说：“发扬‘工匠
精神’，把细节做到极致，为‘中国智造’保驾护航。”

发明创新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
“保护知识产权，要加大提升保护知识产权

的法治化。”中国科学院大学公管学院教授马一
德代表说，中国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已经构建，
知识产权法律的“四梁八柱”已经牢牢架起。

当选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马一德深
度参与相关法律的修改、制定。“每一个过程都体
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他感叹道。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范永贞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
受采访。 新华社发

扩消费如何发力
高水平开放怎么推进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回应商务领域热点

怎样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中小企业将有哪些帮扶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回应热点话题

如何提升基础创新能力
科技体制改革怎样深化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为科技创新“划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