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实施“四
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开启我
国建设能源强国新征程，加快推动我国从能
源大国向能源强国迈进。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中国中
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集团）
作为从事全产业链的专业化煤炭央企，肩负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使命，要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引领能源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围
绕“存量提效、增量转型”发展思路，聚焦保
障能源安全、促进能源转型、引领能源革命
和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等重大需求，加快
能源科技创新步伐，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致力打造世界一流能源企业，助力
能源强国建设。

聚焦国家能源安全战略需求，加快破解
技术难题。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
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推
动关键技术领域基础研究，彰显央企使命担
当。面向国家重大战略方向，围绕产业链布
局创新链，集聚力量持续开展原创性引领性
重大科技攻关，集中攻克能源技术装备难题，
实现煤矿重大灾害治理、煤矿智能化建设、高
端煤机装备制造、超深井建设等技术突破，打
造能源领域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

“链长”，建设国家能源安全可依靠的科技战
略力量，更好端牢能源饭碗。

聚焦国家能源转型战略需求，推动煤
基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一是推进煤炭绿色
开发。优化煤炭绿色开发体系，建立煤矿
全生命周期绿色开采的科学开发模式，因
地制宜推广保水开采、充填开采、煤与瓦斯
共采等绿色开采技术，严守生态环保红线，
科学开展煤基固废资源化利用、采煤沉陷
区综合整治和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二
是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在传统煤炭消
费行业，如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主要
用煤行业中，持续加强清洁高效利用，同时

加快推动煤炭由燃料向燃料和原料并重转
变，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多元化、低
碳化发展，积极发展煤基特种燃料、煤基生
物可降解材料等。三是优化煤炭与新能源
耦合发展。围绕“产炭不排碳”，开发应用
先进技术装备，全面提升煤炭生产过程中
的节能降碳水平，攻克低浓度瓦斯高效利
用技术装备难题，积极推进关停矿井建设
抽水蓄能电站、压缩空气储能等研究。围
绕“无煤”煤化工，研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离
网制氢关键技术，攻关高效、低能耗二氧化
碳捕集技术装备，推动煤化工与新能源联
营，打造“无煤”化工产业链，驱动高碳工
业绿色转型。同时，围绕“寄生式”多能互
补基地开发，因企制宜推广煤电灵活性提
升改造技术，提升煤电机组深度调峰能力，
开展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利用关键技术研
究，建设面向多场景的智慧能源服务平台，
为多能互补一体化式基地开发提供科技支
撑。此外，围绕“两个联营”，探索煤炭、煤
电和新能源在增量方面的整体联营，夯实
煤电化产业基础，加大煤电开发力度，积极
拓展新能源产业，促进产业链进一步向下
游延伸，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造“煤
炭—煤电—新能源”联营的“新主业”。

聚焦国家能源引领战略需求，全方位推
动产学研融合发展。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
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实施“揭榜挂
帅”，集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破解企业技术
难题，积极对接部委、行业协会和科研院所，
超前布局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加快实施
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科
技攻关项目，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创新团队、
科技人才、高技能人才，推动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水平。

面向世界能源科技前沿，面对煤炭安全
高效绿色低碳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中煤集团
将勇担引领行业科技发展的使命，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引领煤炭
行业高质量发展、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
型、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助力能源强国建
设贡献力量。

勇担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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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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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本期特刊邀

请部分央企负责人，围绕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论述如何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更好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

曹江林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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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平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宋 鑫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树东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郑学选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党组书记、董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
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
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这一重大论述指明了科技创新工作
的前进方向和战略任务。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
建）坚持将创新摆在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

聚焦行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前沿技术攻
关，围绕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集中力量
突破关键技术问题，将核心技术与产业链
关键环节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铁建
不断深化科技体制和科技评价改革，加大
多元化科技投入，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
础制度。

紧跟国家需求明确科技创新方向。方
向明则步伐稳，中国铁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
导向、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确立了企业科
技创新方向，大力支持和参与国家重大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持续深化与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和相关企业的科技合作，加强原始创
新，强化自主知识产权开发和标准制定，重
点围绕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
产业高新技术等领域进行攻关，突破一批战
略性、前瞻性、前沿性、全局性的关键核心技

术，在我国科技自立自强中更好地发挥了战
略支撑作用。

聚焦行业痛点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科技创新须立足解决实际问题。围绕基建
领域的重大民生工程、重点技术难题，中国
铁建发挥专业优势设立了一系列技术攻关
项目，全面提升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与利用技
术优势，打造地下空间开发核心品牌，努力
掌握时速600公里常导高速磁浮交通工程建
造关键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全力突破
地下工程装备、掘进机制造领域共性技术难
题，研究特殊复杂条件下长大隧道安全快速
修建技术。中国铁建通过一系列“黑科技”，
在交通强国创建进程中，让百姓体验更多

“说走就走”的幸福感。
畅通体制机制激活科技创新动能。中

国铁建突出科技创新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通过改进
科研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建立“揭榜挂帅”
项目制度以解决实际问题；建立科研人员
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实施科技型企业
股权和分红激励；建立自由探索型和任务
导向型科研创新项目分类评价制度和高风
险创新项目跟投机制；加大研发经费投入，
建立研发经费投入与营业收入同步增长的
长效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推
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提高创新成
果转化效率；优化知识产权管理流程，使知
识产权发展与保护并重、创造与应用并重、
数量与质量并重；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
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激
发各类人才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潜能，为建
设交通强国、满足人民美好出行的需求作
出更大贡献。

为满足人民美好出行的需求作贡献

党的二十大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出了
重要部署，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这为新时代科技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也为国有企业依靠科技创新实现
自身发展指明了新路径。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农发集团）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唯
一综合性农业类央企，肩负服务“三农”、助
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职责使命。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就是要树牢科技强企理
念，坚持科技创新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核
心地位，加快创新体系建设，依靠科技创新
赋能发展，更好发挥其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
前瞻性战略性农业产业领域的示范引领作
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作出
积极贡献。

一是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

展。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巩固党
的执政基础，依靠科技创新是国有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树牢科技
强企理念，以中国农发集团“2415”指标体系
为导向，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快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在经营管理、
资源整合、人才集聚、品牌服务等方面聚力提
升，更好推动集团做强做优做大。

二是坚持创新战略引领，持续完善创新
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要认真落实这一重要部署，
以“四个面向”为指导，积极发挥中国农发集
团科技委作用，增强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前瞻
性，持续推进创新体系建设，利用多维度的协
同创新带动自主创新，加强科企融合、校企融
合，提高协同创新的广度和深度，逐步形成具
有行业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三是开展重大技术攻关，提高核心竞争
能力。集聚力量推进种业、渔业捕捞加工、畜
牧制药和农机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重大技术攻
关和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巩固和加强行业位势。同时，还要
利用中国农发集团“两个清单”项目，加强过
程监督，落实项目考核，推动主营领域战略性

全局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的实施，发挥
重大项目牵引示范作用，坚决打赢关键核心
技术攻坚战。

四是加大创新人才培育和投入，激发创
新活力动力。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引人、用
人、育人、留人政策，积极营造有利于科研工
作者的良好环境，尽快培养造就一批高素质、
高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技能人才和创新团
队，并通过制度措施积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加大科技成果奖励力度，完善在科技创
新试验中的容错免责机制，继续探索完善骨
干人才中长期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基层研
发人员创新活力。

五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实现新旧动能
转换。充分发挥中国农发集团在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中的主体作用，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
提升科研成果产业化水平，完善重大科技研
发项目管理制度，修订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开
展自主创新、产品研发重构知识产权优势，巩
固与保护无形资产，积极尝试新产品贡献率
的考核引导，进一步加大成果转化应用奖励，
以更多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为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贡
献力量。

做农业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科学谋划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为新时
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确立了行动指
南。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从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内在要求的战略高度，
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充分
体现了我们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政治自觉。作为中央企业，中国节能环
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节能）要坚
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牢记“国
之大者”，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主力军、国
家队作用，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建设美丽
中国作出应有贡献。

一是服从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坚决履行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神圣职责使
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
色低碳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聚焦落实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参与重大国家战略，
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与修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全产业
链优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提供综合性服务方案，认真落实
创新驱动战略，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主动承
担国家攻关计划、重大科技项目等，加大绿
色低碳领域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布局一批重
大科研任务，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争当细
分领域产业链“链长”，为国家重大战略落实
落地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二是积极推进减污降碳、绿色循环低碳
发展，认真履行节能环保央企责任。中国节
能要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推动减污降碳、清洁
供能、能效提升、污染物综合处置及资源化利
用等领域技术服务能力的提升和服务方案的
迭代升级；积极发挥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主
体平台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科学绿色、高质
量发展；聚焦技术研发，大力推进光伏、风电

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持续打造节能环保
行业新的发展名片。

三是打造世界一流的碳达峰碳中和解决
方案服务商，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
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积极稳妥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
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立足我国
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
实施碳达峰行动。我们将着眼于成为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践行者、实现国家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积极贡献者的战略定位，以
成为世界一流的碳达峰碳中和解决方案服务
商为宗旨，以建设世界一流的节能环保健康
产业集团、行业领先的生态型平台和世界一
流的绿色企业品牌为目标，形成“零碳产业+
负碳技术”双驱动布局，建设零碳示范样板，
加强碳中和标准与智力供给能力，建立碳中
和制度体系，积极引领中央企业碳达峰碳中
和行动。我们还将加快关键技术研发攻关，
在低碳、零碳、负碳技术方面更好发挥引领作
用，成为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军者以及低
碳零碳负碳原创技术策源地，打造前瞻研究、
规划设计、科技研发、技术集成、项目实施、金
融保障等一体化综合服务商，成为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双碳”供应链产业链“链长”。

打造节能环保行业新名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
色低碳发展。这是党中央立足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
重要决策部署。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建集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造方式转变，引领建筑
产业绿色化高端化转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一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中建
集团坚持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深度
融入投资、规划、设计、建造、运营等企业发展
过程，主导制定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零
碳建筑、零碳社区等多项国家标准，研发一系
列绿色建筑关键技术，形成超低能耗、零碳建
筑技术体系；坚持与各级政府协同落实绿色
发展战略，投资建设了以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为代表的绿色低碳建筑、以西安幸福林带为
代表的生态新城，加强与兄弟央企合作，落地
了一批抽水蓄能、光伏发电重大项目，成为推
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的典范。

二是助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中建集团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聚焦水环境治理、海绵城市
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沙修复，组建一批专业公
司，集聚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强化专业技术支
撑，为各方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中
建集团投资建设了江苏南通滨江景观带工

程、内蒙古乌梁素海流域生态修复、秦岭潏河
流域污染治理、深圳市坪山河干流综合治理、
武汉大东湖污水处理深隧等一批重大项目，
正在运营的村镇污水处理厂站超过 2000座，
日处理能力超过 30万吨，运营规模位列行业
第一方阵。同时，积极推动“双碳”目标在乡
村落地，探索国内领先的可复制的零碳村落
有机更新模式，持续助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三是探索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路径。
加快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变，把绿色发展理念融
入工程建设全过程，探索形成一套成熟的绿色
发展模式，提高绿色低碳设计引领能力，从绿
色建筑设计向绿色社区、绿色城乡规划设计拓
展，推动城乡建设全生命周期节能减碳，以装
配式建筑体系引领建造方式变革，推动智能建
造和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努力向社会提供装
配式建筑一体化解决方案。2020年以来，中建
集团运用装配式建造技术在全国建设了700多
个抗疫医院和设施。同时，中建集团探索绿色
低碳运营模式，降低既有建筑运行能耗，打造
建筑行业低碳管理综合服务商，成立双碳产业
技术研究院，开展减碳技术研究。

四是高质量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建集团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精准对接“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与海外国家
的合作，高品质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工
程，主动开展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
在项目建设中主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实施
中国建造方案，创新节能减碳技术，最大限度
保护项目生态环境，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在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中，中建
集团自施工以来创下了中东和非洲建筑史上
多项绿色建造纪录。在文莱淡布隆跨海大桥
建设中，中建集团创造了“不落地”建造工艺，
解决了原始森林、沼泽湿地环境保护难题。

引领建筑产业绿色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