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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大国重器》中记录了一次让人手心出汗

的比拼——每小时产生10万立方米纯氧的中国

自主研发空分设备最终证明实力，可与德国进口

设备匹敌。而2013年之前，中国在这一领域还是

空白。

“比拼主角”的创制生产方杭州制氧机集

团已年至“古稀”。在 11 月初召开的第四届中

国服务型制造大会上，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蒋明坦言：制造企业保持年轻态，关键技术

的突破力是其一，学会“牵着奶牛卖牛奶”是其

二。“以前技术不高端，可以只卖设备，随着关

键技术的突破，设备走向精密化、体系化，必须

要卖服务，不仅是技术支持的服务，用户甚至

需要整个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服务。”蒋明说。

经过对几百家企业的调研，首届国家制

造强国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印建安发现中国

制造业正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境遇。“单一

制造的传统企业，日子普遍难过，而开拓或享

受服务型制造的企业，日子普遍好过。”印建

安说。

在载重货车行业内首先推出了车联网应

用系统的陕汽集团，很早开始为用户提供车辆

定位管理、油耗管理、电子围栏等智能化服务。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重载卡车销售低

迷，企业遇到困境。”陕汽集团副总经理刘水库

回忆，只卖车的路子走不通，车联网、远程监控、

信息采集等新手段却让卖服务变得可行，市场

也很欢迎，来自制造业企业的服务还协助行业

监管部门有效解决了渣土车的管理难题。

制造业是一定要变的，因为纯硬件消费时

代要终结了。

印建安是从近 30 年的汽车消费数据中找

到端倪的，他说，2018年，汽车消费曲线结束了

28年的一路攀升来了个转折，而出租车客运量

的曲线却持续上扬。“出行量持续走高，人们更

渴望获得服务，而放弃选择硬件消费的方式。”

“IBM 就是迎合改变的成功案例，它把制

造低端环节卖了或转移了把制造高端环节升

级。”印建安说，服务型制造不是一个全新的概

念，却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制造业需变，纯硬件消费时代要终结

“发展服务型制造，有利于应对疫情影

响、促进制造业加速恢复发展，有利于破解

我国制造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矛盾与约束、实

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在第四届中国服务型制造大会的开幕

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用“三

个有利于”强调发展服务型制造相关产业的

重要意义。

在疫情之后，经济正处于“逆境”中，服务

型制造则可以“一肩双挑”。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服务型制造更直

接、更高质量、更全面、更动态、更便利地满足

消费需求，无疑可以极大地促进消费；其次，它

将生产制造全周期的各个环节、要素映射到网

络虚拟空间之后使它们实现了互联互通，拓展

了包括 5G、AI在内的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场景，

真正把“互联”拉进实体经济。

人们相信，有着信息化基因的服务型制

造，将自带无数新业态“爆点”，为疫情之后的

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

服务型制造，疫情后经济的一剂强心针

本报记者 张佳星

制造业里有句老话：技改技改，不改等死，

改了找死。

可见，转型不是纸上谈兵，不是有了工业

互联网的思维就能带来赋能，走上服务型制造

的升级之路。

全球领军车企丰田，几年前宣布全面战略转

型，从汽车制造商向移动出行商、服务商转变。

惠普 2015年进行了全球业务拆分，把消费

级业务（笔记本电脑生产等）剥离出去，全新成

立 HPE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的服务。

……

巨头的转型案例表明，走进服务型制造不

仅需要“逆自重”的勇气和力量，还需要对整个

行业甚至多个行业的发展预判。

“首先是思维的转变。”印建安说，服务型

制造需要完全从市场和客户的角度去认识制

造，传统制造业则从自己的产品出发。

套用奶牛理论：服务型制造要先了解客户

想喝什么口味的“牛奶”再牵对的“牛”，而不是

把客户不喜欢的“奶牛”卖出去。

“思维之后是具体转变，包括产品的服务

化和智能化，服务的智能化和产品化。”印建安

总结，例如企业自身可进行低端环节轻资产

化，高端环节智能化，大量先行企业已经给出

了自己的实践。

从实践到理论再指导实践，离不开系统性

的研究。

为聚焦服务型制造领域产业政策和理论

研究，突破重点行业发展模式瓶颈和共性技术

问题，解决企业服务型制造转型的产业化和工

程应用问题，助力中国制造业树立客户至上观

念和产业生态系统观念，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

第五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杭州市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建了服务型制造研究

院。“智囊团”扮演着递给企业“撑杆”的角色，

让制造企业向正确的方向跃起。

转型要有勇气，还要对行业发展进行预判

公正、合理和科学的评价体系是激发科研人

员创新活力、全面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基础。如何

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评价机制，形成良好的科研

生态，让科研人员安心从事创新工作，各地各部

门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改进科研项目评审管理机制、推进科技人才

评价改革、深化科研机构管理改革……一年来，

山东以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简称

“三评”）改革为科技管理改革的突破口，推出一

系列硬核举措，全面优化科技创新生态，不断激

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创造性。

优化科研项目评审管理

据介绍，为了让科研项目评审更加科学公

正，山东积极推进省级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管理流

程再造。按照“领导小组把方向、职能部门报项

目、专家评审提建议、领导小组定项目、财政部门

下资金、分工联动抓绩效”的方式，组织实施省级

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具体而言，在指南征集上，山东广泛征集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智库专家、职能部门等各方面

科技研发及产业化需求，分领域分行业提出重大

科研攻关总体布局。成立山东省科技创新战略咨

询专家委员会和13个领域咨询委员会，发挥科技

专家库作用，确保立项的科学性与精准性。打破

以往项目只接受省内单位申报的单一局面，推行

科技攻关“揭榜制”、首席专家“组阁制”，面向全国

开放申报，吸引国内顶尖科研力量聚集山东。烟

台市采取定向委托、省市联合项目配套等方式，集

中优势力量开展重大科技项目攻关。

再造项目管理流程的同时，山东对科研经费

组织管理模式进行了创新。通过整合部门管理

的科技创新类资金，山东每年设立规模不低于

120 亿元的省级科技创新发展资金，集中资金支

持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在探索建立科研项目经

费“包干制”上，山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自

2020 年起，山东在省级财政资助的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等项目中开展“包干

制”试点，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进

一步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

推进科技人才评价改革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科学设立人才

评价指标，是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关键。据

介绍，山东在各类人才工程评审中，克服唯学

历 、唯 资 历 、唯“ 帽 子 ”、唯 论 文 、唯 项 目 等 倾

向 ，不 简 单 把 论 文 、专 利 、承 担 项 目 、获 奖 情

况等作为评价的直接依据，而是注重人才能

力实绩。

比如，对基础研究人才，重点评价其提出、分

析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其代表性成果的

原创性、前瞻性。对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

重点评价其在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方面

的创新与集成能力，其代表性成果取得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

同时，山东对人才评价方式也进行了创新。

对基础研究人才，以同行学术评价为主，强化国

际同行评价。对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人才，以同行专家和用户评价为

主，突出市场评价。灵活采用考试、评审、考评结

合、实践操作、业绩展示等评价方式，提高评价的

精准性。

深化科研机构管理改革

在深化科研机构管理改革，推进科研院所法

人治理结构建设上，山东也开展了积极的实践。

山东出台了《关于深化省属科研院所体制机

制改革的若干措施》，要求省属院所主管部门组织

省属院所完善章程，科学确定不同类型单位的职能

定位和权利责任边界，建立政事权限清单，合理界定

主管部门举办监督职责和省属院所自主运行管理

权。同时，探索向科研院所下放研发机构设置权、人

才招聘权、职称评审权、内部薪酬分配权、科技成果

转化收益处置权。

此外，山东还制定了《山东省科研院所法人治

理结构建设实施方案》，在创新科研院所管理体制、

规范运行机制、增强发展活力等方面做出系统安

排。相关科研院所要建立由理事会、管理层、监事

组成的组织架构。理事会为科研院所的决策机构，

实行会议制和票决制。管理层为理事会的执行机

构，实行聘任制，对理事会负责，定期向理事会报告

工作。监事是内部的监督机构，对理事会决策和管

理层执行理事会决策情况等进行监督。目前，山东

已在24家省属科研院所开展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营造良好科研生态 山东打出“组合拳”

“三评”改革典型案例⑦
本报记者 唐 婷

今年初，多部门出台措施禁止猎捕、交易、

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然而，记者近日在河北、

北京等地采访发现，正值候鸟迁徙季节，猎捕

野生鸟类的行为仍十分猖獗，非法交易活跃。

猎捕野生鸟类行为猖
獗，非法交易活跃

天气转冷，候鸟开始翩翩南飞。因为地处

世界候鸟迁徙通道之一的东亚—澳大利亚候

鸟迁徙大通道，京津冀地区境内的沿海地区、

内陆湿地和燕山—太行山山脉，成为候鸟重要

停歇地和集中活动区域。

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利用捕鸟网等工具

非法猎捕后贩卖野生鸟类行为仍十分猖獗。

“有些鸟在黑市上的利润很高。以‘三有’

保护动物红喉歌鸲为例，品相好的一只能卖到

数万元，所以总有不法分子铤而走险。”野生动

物保护志愿者朱宝光告诉记者，商贩从捕鸟者

手中买鸟后，有些流往各地花鸟市场卖做观

赏，有些是催肥后销往广东用于食用，另有一

小部分被猎捕者留作食用。近年来，他们举报

破获的非法猎捕野生鸟类犯罪案件，都是附着

在完整的交易链条上的。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志 愿 者 刘 懿 丹 担 心 ，盗 猎

者 在 候 鸟 迁 徙 通 道 上 捕 获 的 都 是 迁 徙 的 候

鸟，多数来源于世界各地，存在携带传染性病

毒的风险。

电商平台公开出售捕鸟
网，生产销售宜严管

日前，公安部食药侦局下发通知，要求各级

公安食药侦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严厉打击非

法猎捕、杀害候鸟等野生动物，非法收购、运输、

出售候鸟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为非法交易

禁用的猎捕工具、候鸟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发布

广告或提供服务等犯罪活动。

河北省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执法

大队大队长荆信波介绍，捕鸟的工具和方法多种

多样，有投毒、弹弓、猎夹等，其中以捕鸟网最为

“流行”。

记者在网络电商平台搜索“鸟网”等关键词，

发现有单价 6 元至 30 元之间的海量产品。部分

捕鸟网以“防鸟网”的名头出现。“这些所谓‘防鸟

网’绝大多数实际上是捕鸟网。”野生动物保护志

愿者杨涵介绍，果园、菜园防止鸟类侵袭的“防鸟

网”网线更粗、颜色更亮丽、网格较大、没有兜状

结构，不会对鸟类产生致命危害；捕鸟网的网线

则细若发丝、颜色几乎透明、网格细小、有兜状结

构，鸟类撞上“插翅难逃”。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

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使用网捕等方法进行

猎捕，但光禁止使用还不够，应全链条禁止生产、

运输、销售、购买、利用捕鸟网、电击器、电子诱捕

装置等猎捕工具。对电商平台公开出售捕鸟网

等行为，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管；电商平台应主

动屏蔽相关关键词，删除、下架相关违法商品。

光禁捕还不够，保护鸟类也要严查猎捕工具
新华社记者 李继伟

一轮强雨雪大风冰冻天气过后，吉林省长春市雪后初晴，整个城市一
片银装素裹，宛如冰雪童话世界。图为市民在长春市文化广场欣赏雪景。

新华社记者 许畅摄

“冻城”美景制造业保持年轻态制造业保持年轻态
应从卖设备走向卖服务应从卖设备走向卖服务

今年以来，河北省迁安市杨各庄镇鸡鸣庄村作为当地党建示范片区
打造的核心村，先后投入 300余万元铺设道砖、改造广场、进行墙体改造
提升，打造多条“彩虹”胡同，不仅美化了环境，更为村庄增添了文化底
蕴。图为小朋友在鸡鸣庄村的一条“彩虹”胡同玩耍。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彩虹”胡同

11月 22日，合肥市包河区生活垃圾分类科普展示馆正式开馆，并面
对公众免费开放。据介绍，该建筑原为停用闲置的垃圾中转站，包河区城
管局将其改造为科普展示馆。馆内布展面积近1000平方米，设有多个展
区和体验区，系统展现了生活垃圾的分类知识，集科普宣教、趣味互动、环
保手工制作等功能为一体，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图为家长带着小朋友
在合肥市包河区生活垃圾分类科普展示馆的互动区体验。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垃圾中转站“变身”

图个明白

新华社讯 （记者姜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0月末，社保卡持卡人数已达到 13.29亿人，覆盖我国 94.9%的人口。每 5

位持卡人中已有 1人同时申领电子社保卡，电子社保卡申领总数已突破 3

亿张。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电子社保卡，可以在网上办理社保关

系转移、养老金测算、境外社保免缴、失业登记、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等 40

项全国性社保服务。此外，电子社保卡的移动支付功能，已在 27省的 224

个地市支持就医购药扫码结算，在 22 个城市开通银联乘车码，市民可以

用电子社保卡扫码乘车。

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通过常用的 App、小程序等，即可找到电子社

保卡线上服务。这些渠道包括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小程序，掌

上 12333，工、农、中、建、交、邮储、招商、平安等各大银行，以及支付宝、微

信、云闪付等。

下一步，人社部门计划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开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

息化便民服务创新提升行动，推进“全业务用卡”，不仅在人社领域实现身

份凭证用卡、人社缴费凭卡、补贴待遇进卡、工伤结算持卡，还将积极推进

“一网通办”，方便百姓随时随地获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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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城市可扫码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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