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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上海国企数字经济比
重较2020年翻一番；80%以上国有企
业初步实现数字化转型……记者从
昨天举行的上海国资国企创新大会
上了解到，面向“十四五”，上海国资
系统已提出了数字化转型新目标，数
字化转型正成为当前上海国企创新
转型的主战场。

去年全年，上海国资系统企业科
技经费支出达到613.44亿元，同比增
长 6.45%，占全市企业研发总支出
58%。其中，中国太保、上海城投集团

等 12 家企业科技支出同比增长 20%
以上。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近2万
件，同比增长近 11%，专利成果转化
率达到84%，在12英寸大硅片、国产
质子CT装置、低轨通信卫星等领域
形成一批创新成果。

“十四五”时期，上海国企创新投
入将力争不低于3000亿元，年均增长
不低于 5%，总体研发投入强度年均
增长不低于 10%。研发投入继续增
强的同时，数字化转型将成为创新的
重要方向。

上海市国资委介绍，将坚持数据是
第一要素，掌握转型升级主动权，全面
促进上海国有企业整体焕新、国有资本
倍增扩能以及国有经济生态重构。

今年以来，市国资委联合市经济
信息化委、市科委举办数字化转型创
新大赛，20 家国企集团 80 余家企业
面向全社会开放100多个场景，征集
到超过1500个解决方案，大赛点击率

超 40 万。目前，30 家获奖企业已与
市属国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达成意
向合作金额超1亿元。

获奖项目中，上海赛可出行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的 MASS 系统集
成了从生产制造到服务运营的链条，
实现了城市交通数据大整合；浦发银
行、中国太保等，运用大数据为用户
提供精准到人的金融产品推荐和服
务；上海建工、隧道股份等通过数字
技术，实施个性化施工和高精度维
护；上港集团用F5G技术减轻了可视
化网管60%的运维负担。

开放场景、揭榜挂帅之外，目前
上海国资系统还在探索创新综合服
务试点，定制“一企一策”服务措施，
在考核、激励、分配、评估、容错等方
面加大对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打
造具有牵引作用、标杆效应的数字化
应用场景。

上海市国资委介绍，下一步上海

国资国企将进一步强化创新载体建
设，打造一批区域集中、场景集聚、数
据互联的数字产业创新示范基地，系
统导入数字化设施和场景，形成在经
济、生活、治理领域实现全面数字化
联接的“展示馆”“样板区”和“试验
田”。到2025年，除了推动数字经济
规模比重整体跃升外，还将在数据运
营、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领域，孵化
培育 5 至 10 家具备独立运营能力的
数字新主体。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专业人
才是关键。为此，上海市国资委正分
层实施“国资骐骥”人才储备计划、成
长计划和领军计划，形成人才阶梯式
培养体系。到2025年，上海市国资系
统将实现海内外高端紧缺人才引进
人数和入选各类人才计划人数倍增，

“国资骐骥”技术创新领军人才和青
年英才达到500名。

（原载于10月13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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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企创新主战场：数字化转型

近日，省科技厅聚焦战略性新
兴产业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
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集中部署
136 项重点研发计划（产业前瞻与
关键核心技术）项目，重点围绕科
技自立自强和“一中心一基地”建
设，加快建立先进适用、自主可控、
开放兼容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着
力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
现代化水平，坚决打好关键核心技
术攻坚战。

瞄 准 第 三 代 半 导 体 、量 子 科
技、未来网络等重点领域，加强前
沿技术布局和战略技术储备。其
中，在量子科技领域共组织实施 4
个前瞻技术项目，研究方向涵盖量
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三
大应用领域，积极抢占未来产业竞
争制高点。

围绕国家有需要、江苏有优势的
领域，加强攻关部署，争取率先取得

突破。其中，针对工业软件国产替代
问题，专门设立“国产自主科学工程
计算与建模仿真平台软件研发”定向
择优任务专题，集中优势力量进行重
点 攻 关 ，有 望 实 现 对 以 Matlab/
Simulink 平台为代表的国外同类软
件的替代。

聚焦我省重点培育的纳米新材
料、集成电路、智能电网等优势产业
链，集中部署 70 余个关键技术攻关
项目，加快突破高端装备、高端芯片、
核心零部件等瓶颈制约，推动产业链
与创新链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

积极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
持企业牵头整合高校院所等创新资
源，加快构建优势资源互补，攻关力
量完备的创新联合体，充分激发各方
创新活力。本年度由企业牵头承担
的项目超 60%开展了产学研协同攻
关，有效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大中
小企业融通创新。

（原载于10月13日《新华日报》）

江苏省部署136项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

10月12日，以“启航新征程，开创
新局面”为主题的2021年长三角地区
机关党建工作研讨会在嘉兴召开，共
同研讨以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助力长
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方法。

大家认为，要全面提升机关党的
建设质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打牢高质量之
基，激活竞争力之源，走好现代化之
路，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保证。

近年来，浙江持续推动“两个维
护”落细落小、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机
关政治生态激浊扬清、机关党建与中
心工作互促共进，以绣花功夫推进机
关党建工作质量全面提升。新征程
上，要牢牢把握机关党建“围绕中心、

建设队伍、服务群众”的核心任务，深
入实施“红色根脉强基工程”行动计
划，加快构建党建统领的整体智治体
系，全力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
要擦亮“红色根脉”的鲜明底色，着力
打造永葆对党忠诚的机关党建高地；
聚焦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着力打造
有效服务中心大局的机关党建高地；
发挥数字化改革的牵引效应，着力打
造主动塑造变革的机关党建高地；对

标“清廉、模范”的目标要求，着力打
造让省委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机关党
建高地。

研讨会期间，长三角地区机关党
建共建共享百个一体化项目正式启
动。三省一市机关工委相关负责人
和党组织代表分别作主旨发言和交
流发言。13日还将举办分论坛，围绕
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等主题进行交
流。 （原载于10月13日《浙江日报》）

新时代机关党建助力长三角一体化

10月12日，产业工人控制吊车

在合肥市第三届装配式建筑职业

技能大赛上进行构件装配操作（无

人机照片）。

当日，合肥市第三届装配式建

筑职业技能大赛在筑友集团合肥

绿色建筑科技园举行，来自合肥市

建筑行业25支队伍的110余名建筑

产业工人参加了比赛。比赛分为

模具组装、预制构件灌浆、构件装

配三项，旨在检验该地区装配式建

筑行业水平，促进装配式建筑行业

发展。

■ 摄影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拼装配
比技能

近日，在首批羽毛羽绒产业公
共政策兑现仪式现场，无为市的 11
家羽毛羽绒企业主要负责人集中领
取了涉及27项公共政策的198.22万
元兑现资金，领取到“真金白银”的
羽毛羽绒企业负责人深切感受到当
地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近年
来，我省高度重视创优法治化营商
环境，制定出台《安徽省实施〈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办法》，启动依法推
进公共政策兑现试点，以优质的“服
务指数”换取群众和企业的“满意指
数”。

政务诚信是法治政府的构成要
素。依法推进公共政策兑现，是新形
势下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必由之
路。今年5月起，我省在芜湖市启动
依法推进公共政策兑现试点工作，坚
决破除阻碍企业发展的有形“坚冰”
和无形“壁垒”。

在试点地之一的无为市，该市
全面启动规范性文件清理，从是否
与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内容相

符，是否与国家关于优化营商环境
的新规定、新要求相适应，是否符合
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工作
等方面，明确清理标准，确保规范性
文件应清尽清、应改尽改、应废尽
废，不让一个“过时”的条款成为“绊
马索”。建设“政策超市”线上平台，
开通问题咨询、政策查询、意见反馈
等快速通道，实现查、看、询、办“一
键直达”，畅通政策兑现“最后一公
里”。目前，该市共摸排收集 334 个
问题，其中有 13 个问题不属于政策
兑现范围，39个问题已兑现，暂定需
兑现的问题清单3大类282个，为后
续实施精准化兑现提供了一本“明
白账”。

据了解，下一步，我省将推广
芜湖试点经验做法，建立政务诚信
监测治理机制，建立健全政务失信
记录制度，将违约毁约、拖欠账款、
拒不履行司法裁判等失信信息，纳
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向社会公
开。建立健全政府失信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失信惩戒力度，治理失
信行为。

（原载于10月12日《安徽日报》）

推进公共政策兑现
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

■ 通讯员 彭继友
安徽日报记者 李晓群

■ 解放日报记者 徐蒙

■ 浙江日报记者 万笑影 王杭徽
通讯员 赵晓林 陈萌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