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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举办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管主办

“十四五”科技引领轻工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本报讯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轻工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会长张崇和表示，
“十四五”期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将推动建设 30 家轻工业重点实
验室、40 家重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每年组织科技成果鉴定 150 项，评定科技奖励 200
项，发布升级与创新消费品 100 项。引导更多轻工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达到 2%，推动轻
工科技百强企业发挥领军作用，
力争研发比重达到 3%，
努力攻克关键技术，
掌握科技自
主权。引领全国轻工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力争 2030 年时进入创新型行业
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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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轻工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大会在京召开，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会长张崇和出席并作主旨报告

奋力谱写轻工科技和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壮丽篇章
本报讯 在全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开拓“十
四五”新发展格局之际，9 月 25 日，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在京召开全国轻工业科技创新
与产业发展大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
张崇和出席并作主旨报告，
工业和信息化部
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产业发展司一级巡视员夏农、科技部高新
技术司一级调研员曹学军出席并致辞。中
国 轻 工 业 联 合 会 党 委 副 书 记 王 世 成 ，副
会长杜同和，纪委书记陶小年，党委副书
记徐祥楠，副会长何烨、刘江毅、李玉中，
秘书长郭永新出席会议。大会由何烨主持。
何亚琼在致辞中表示，轻工行业门类
众多，产品涉及面广，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
息息相关。面对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轻工全行
业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大
力实施“三品”战略，轻工大国地位得到稳
步提升。何亚琼对“十四五”时期轻工业发
展提出六点要求。一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
新体系，二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三要加快
关键技术突破，四要提高轻工产业链现代
化水平，五要不断提高轻工产品和服务的
质量，六要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实现产业
集群整体转型升级。
夏农在致辞中指出，轻工行业作为重
要的民生行业，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加大，为轻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引
50%以上。
用。国家发展改革委高度重视轻工行业的
擎。
“十三五”期间，全国轻工业创建国家重
人才队伍建设更加有力，
科技人才资源
发展，从产业规划、政策支持、品牌建设等
点实验室 21 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优势突出，标准工作人才基础稳固，技能人
方面不断加强对轻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宏
34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203 家。全行
才规模持续扩大，大国工匠树立模范典型。
观引导，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
业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41 项（其中一等奖 “十三五”期间，轻工业以科技创新为牵引，
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1 项、二等奖 40 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五
聚集了一批以院士领衔的高端领军人才，
培
曹学军表示，
“十三五”期间，中国轻工
年累计评选颁布科学技术奖励项目 939 项
养了一批以科研院所、
高等学校和企业研发
业联合会积极参与了科技部的多项重要工 （发明奖 131 项、进步奖 808 项）。植物乳杆
骨干为主的创新人才，建立了 700 余人的轻
作。参与了“十三五”相关领域的战略研
菌定向选育及发酵、洗衣机分区洗护、二次
工技术专家库；
现有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究，凝练行业急需攻克的关键共性技术；参
电池及关键材料等关键技术，对轻工业发
50 个，分委会 86 个，委员 5315 人，形成了一
与了技术预测工作，提出了轻工行业未来
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新型纸基材
支专业性强、结构合理、体系健全的标准化
技术发展方向和重点；组织推荐了相关重
料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封锁，为大飞机、高铁
工作人才队伍；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与中国财
点研发计划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在推动
等国家重大工程提供了关键材料保障，为
贸轻纺烟草工会共同开展轻工大国工匠推
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也做了
轻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引擎。轻工
荐学习活动，
两届共评选推荐轻工大国工匠
大量工作。
“十四五”期间，科技部将继续支
业科技百强企业研发投入逐年提升，2020
102 人，弘扬了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
持轻工业领域的科技创新，进一步促进我
年 度 研 发 投 入 508 亿 元 ，研 发 投 入 比 重
神，
对建设轻工技能型、
创新型、
知识型产业
国轻工业高质量发展。
2.8%，比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为轻工业
大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崇和在主旨报告中指出，轻工业认
科技创新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张崇和指出，在看到机遇的同时，我们
真贯彻中央精神，服务国家战略，着眼人民
绿色科技发展成效显著，绿色科技广
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轻工科技与产业集群发
需要，推动消费升级，产业规模与运行质量
泛应用，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 十三五”期
展面临不少挑战，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
稳步提升。轻工业克服疫情影响，统筹抗
间，轻工业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绿色发展政
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全球制造业
疫与发展，圆满完成“十三五”发展任务。 策，组织造纸、家电、皮革、食品、塑料、洗涤
竞争格局加剧，
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
“十三五”期间，轻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
等行业，制定发布《家用洗涤剂生态设计产
的主战场。轻工部分领域的核心基础零部
营业收入 107.8 万亿元，利润 7.1 万亿元，出
品评价规范》等近 60 项绿色设计产品评价
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对外依赖
口 13.2 万亿元，比较“十二五”，分别增长
技术规范，发布《人造革与合成革工业绿色
程度仍然较高，轻工产业集群向数字化、智
8.6%、12.6%、5.2%。2020 年，轻工业以占
工厂评价要求》等 14 个绿色工厂评价标准， 能化、
高端化转型升级的步伐仍然较慢。面
全国工业 13%的资产总额，实现了 18.3%的
发布《家电产品绿色供应链管理通则》等 5
对这些困难和挑战，我们要在危机中育先
营业收入、20.7%的利润和 27.0%的出口总
项绿色供应链行业标准。工信部认定轻工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要攻坚克难、积极应
额。轻工业从“好不好”向“强不强”迈出了
绿色企业 357 家，占比 16.8%；认定轻工绿
对、拼搏进取，努力构建轻工科技与产业集
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稳增长和全面小康
色产品 991 个，
占比 45.7%。
群的发展新格局。
作出了积极贡献。
产业集群建设扎实推进，合理优化集
进入
“十四五”
，
迈向新征程。张崇和对
张崇和指出，
科技创新和产业集群建设
群布局，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构建综合服务 “十四五”
轻工业未来发展提出新要求，
要积
是轻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习近平
体系，提升集群建设水平。
“ 十三五”期间， 极践行党中央决策部署，
力争用 10 年左右的
总书记提出，科技要自强自立；要培育若干
新评产业集群 69 个，复评 105 个，淘汰不合
时间建成世界轻工强国。要科学研判新形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国轻工业联合
格产业集群 31 个。目前，轻工产业集群达
势对轻工科技和产业集群的深刻影响，
把轻
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大力推动
到 283 个，涉及皮革、陶瓷、家电、塑料等 35
工科技和产业集群工作做得更深更实更有
轻工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集群建设，取得
个行业，占轻工行业总数的 77.8%，涵盖了
成效。
了显著成效——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方方面面。轻工产业
要落实规划指导意见，
持续优化科技创
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创新体系基
集群营业收入占轻工业的比重达到 40%， 新体系。要始终把创新发展作为推动轻工
本形成、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研投入不断
部分产业集群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总量的
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点，探索创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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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创新、践行创新的行业氛围，努力建设
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轻工
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要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轻工业
高质量发展。按照轻工“十四五”规划，自
行车、家电、家具等 12 大轻工行业实现高端
化发展，造纸、电池、食品等 20 大轻工行业
实现领头式发展，钟表、眼镜、日化等 10 个
轻工行业实现突破性发展。要实现这一规
划，必须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建设，
必须构建新发展格局。轻工业要发挥龙头
企业带动作用，整合技术资源，夯实产业基
础能力，加大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
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
础研发力度，推动科技交流与产业应用良
性互动。要进一步提升轻工产业链的控制
力，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推进科技赋
能，形成核心知识产权，提高产业链价值链
的附加值。要增强供给适应需求的能力，
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增加
智能化、健康化、定制化、时尚化的中高端
产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
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轻工生产供给体系，
全面推动中国轻工业走进新格局、高质量
发展的新时代。
大会为 84 家新共建及复评产业集群、
第二批中国轻工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举行
授牌仪式。大会对“十三五”轻工业科技创
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为轻
工业先进产业集群和轻工业产业集群管理
制，
激发创新活力，
加快动能转化，
塑造行业
服务先进单位表彰授牌。
发展新优势。要贯彻国家
“十四五”
规划，
落
大会发布了《中国轻工业产业集群发
实轻工业
“十四五”
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
落
展报告》。
《报告》全面总结轻工业产业集群
实轻工业技术进步、轻工装备、食品工业技
发展成就，对指导轻工业产业集群对接国
术进步三个指导意见。要瞄准国家重大战
家政策，把握产业方向；为轻工业产业集群
略需求，聚焦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强前沿技
发展提供典型经验借鉴，明确发展路径；对
术研究，
提高关键技术战略储备。
广泛宣传轻工业产业集群品牌，扩大社会
要深化绿色发展理念，
积极推动绿色低
影响，进一步总结“十三五”期间轻工业产
碳发展。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将推动轻工行
业集群的发展经验、发展特色和发展模式
业全面落实“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努力实
具有重要意义。
现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和污染防治的高
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张会
度协调与统一。引导轻工企业践行绿色发
洋、浙江省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
展理念，加强清洁能源技术、低碳节能技术
主任张尚军、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和“双碳”路径研究, 制定实施行动方案，努
总裁张玉清、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力完成轻工业
“碳达峰、
碳中和”
任务。
裁董建军、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要建立综合服务体系，提升产业集群
李建军作为产业集群和科技创新优秀代表
发展水平。轻工产业集群要积极应对发
作典型经验交流发言。
展 环 境 深 刻 变 化 ，实 现 高 质 量 跨 越 式 发
会议同期还举办了“整合资源，搭建
展。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平台；融合共享，创新发展”主题论坛，中
2035 年远景目标，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作了题为“企业数字
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
化转型需重视的几个意识”演讲；北自所
区发展战略等国家部署，深入分析，准确
定位，强化考核评价，科学规范管理，调整 （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
长助理韩亮介绍了轻工食品全流程智能
提升现有轻工产业集群，合理布局新增产
物流；美的集团美云智数北区总监丁学增
业集群。计划到 2025 年，轻工产业集群总
分享了美的集团数字化转型成果；山东淄
量达到 330 个，到 2030 年，争取建成 400 个
博中科智慧工场商务服务运营有限公司
集聚效应好、发展质量高、引领作用突出
总裁王鲁民带来了“产业赋能 3+1”的新探
的产业集群；轻工产业集群在轻工全行业
索；华软金科 CEO 王杰畅谈产融服务平台
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年均提高 0.5 个
助力地方产业经济的实践经验。中国轻
百分点，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工联秘书长郭永新专门就中国轻工联如
水平明显提高，为推动制造强国建设提供
何“深化集群赋能服务，促进产业高质发
重要支撑。
展”作了讲解。
要激发人才活力动力，汇聚行业发展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兼职副会长，各部
势能动能。国家“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
室负责人，协会、学会负责人，地方政府领
提出，
“ 十四五”期间，新增技能人才 4000
导，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产业集群管
万，全国技能人才超过 2.4 亿人，占就业人
理部门负责人，中国轻工业重点实验室、工
员的 30%。照此推算，轻工高技能人才，将
程技术研究中心负责人和龙头企业骨干代
超过 300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科技创新人
表近 600 人参加大会。
才。要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尊重科技
（贾淘文/文 □ 张永利/摄）
人员创造精神，营造争先创新、谋划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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