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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2020 年 10 月 26 日

关于提升江苏先进制造业关键技术控制力
的对策建议

摘要：在先进制造业体系构建中，江苏聚焦自主可控、安全

高效，在攻克、掌握核心技术方面勇挑重担，为推进核心技术自

主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关键技术研发攻关、技术标准制定、

龙头企业引领力、人才引进培养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对此，建

议进一步立足“卡脖子”技术，落实核心技术攻关与应用推广；

建立完善标准体系，加强技术自主可控性；壮大龙头骨干企业，

推进关键技术引领力；加快核心技术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育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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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先进制造业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掌

握了部分关键核心技术，总体水平位居全国领先地位。南京财经

大学程永波主持的江苏省社科基金财税专项项目“构建自主可控

的先进制造业体系财政政策研究”，梳理我省先进制造业关键技

术发展现状，分析我省先进制造业亟需突破的技术薄弱环节，并

提出加快提升江苏先进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控制力的建议。

一、江苏先进制造业关键技术发展现状

（一）部分核心技术水平国内外领先

据我省 13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 608 家代表性企业的调研（后

简称调查）显示，10.98%的企业关键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部

分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产业

协鑫集团改良西门子法多晶硅制备技术全球领先；光伏电油和组

件的转换效率连续创造和刷新 18 次世界纪录,整体技术水平国

际领先。汽车产业长安马自达创驰蓝天发动机技术在燃油经济

性、排放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节能环保集群溴化锂吸收式

换热、无机陶瓷膜、机动车尾气净化处理技术达世界先进水平。

（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调查显示，企业自有技术比重在 60%-80%之间，65.23%的企

业自有技术比重超过 70%。2017 年，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产

业在南京已先后建成国家火炬计划电力自动化产业基地、国家级

智能电网特色产业基地等 8 个基地，骨干企业及配套企业达 200

多家，拥有专利 600 多件。工程机械行业徐工集团研制出全球唯

一的八轴 1200 吨全地面起重机，700 吨大型液压挖掘机填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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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空白。物联网及相关领域国家级研发机构达到 30 多家，在核

心芯片、通信协议、协同处理、智能控制等领域突破了一大批关

键技术并实现产业化。2011-2017 年，高端纺织集群内企业共有

10 项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08 项成果获得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三）龙头骨干企业实力强劲

围绕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我

省共梳理出 491 家省级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集群领航企业和单

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如新型电力集群中协鑫集团

光伏原材料（多晶硅）产能全球第一、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位列

全球第二。远景能源已发展成为全国整机市场占有率第二、全球

最大智慧能源管理公司、全球领先智能风机和海上风电技术制造

企业。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徐工集团已发展成为千亿级跨国公

司，2018 年工程机械制造商排名全球第 6，国内第 1。高端纺织

产业集群内拥有 13 加百亿以上企业，3 家千亿企业（恒力、海

澜和盛虹）。核心信息技术产业拥有营收百亿以上企业 5 家，有

8 家企业进入中国软件业务收入百强，有 6 家企业入围中国互联

网企业百强。

（四）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日趋完善

据调查，76.3%的企业拥有研发创新平台，6.94%的企业拥有

国家级研发平台，40.8%的企业拥有省级及以上研发平台。截至

2019 年底，江苏共建有重点实验室 101 家，其中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 28 家（含国家重点实验室 23 家、省部共建实验室 3 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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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位居全国省

份第一。我省依托龙头骨干企业共建有企业重点实验室 82 家，

其中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14 家。9 家企业研究院已成为国家企

业技术中心。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679 家，其中国家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有29家。全省共建有技术创新服务平台268

家，网络化服务平台 5 家。

（五）技术人才队伍逐步扩大

据调查，在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的目标中，加大培育和引进

创新人才的重要性程度排名第一。企业技术人才稳定性 90%以上

的企业占比为 30%，技术人才稳定性 70%以上的企业占比 76%。

2019 年全年新增专业技术人才 55 万人，培养 2841 名高层次专

业技术人才，新增高技能人才 36.01 万人。“六大人才高峰”高

层次人才培养选拔计划资助 610 个项目、4429 人。新建省级留

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园 5 家、省级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示范基

地 6 家。新增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5 个、技能大师工作室

5 个。截至 2019 年底，全省共建 347 家企业院士工作站，引进

两院院士 351 名。

二、江苏先进制造业亟需突破的技术薄弱环节

（一）核心技术数量掌握不足，技术控制力有待提升

调查显示，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中仅有 10.11%的企业认为

关键核心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关键

技术水平差距明显。在我省 13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现有 175 项短

板技术产品，Ⅰ类（预期攻关时间 5 年以上）技术 15 项，Ⅱ类



5

— 5 —

（预期攻关时间 3 至 5 年）技术 71 项，Ⅲ类（预期攻关时间 3

年以内）技术 89 项。而在某些集群领域”卡脖子”技术制约性

明显。如核心信息技术产业和高端装备产业各有 49 项和 43 项，

分别占总量的 28%和 24.5%。从发明专利数上看，2018 年江苏省

专利授权量为 30.7 万件，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4.2 万件，仅占比

13.69%，低于国家同期 14.81%的平均水平，我省“卡脖子”技

术创新亟待加快突破。

（二）标准体系存在空白，部分领域标准有待完善

在参与问卷调查的企业中，仅有 33.94%的企业曾参与制定

国家或行业标准，近 60%的企业从未参与过任何标准（包括技术

规范、检测方法等）的制定。例如，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产

业在光伏产业中分布式光伏、光伏电站、户用光伏等标准较为欠

缺；核心信息技术产业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标准体

系亟待建立。某些产业技术标准体系尚待更新完善，例如，高端

装备领域中关键部件工艺标准不够健全，部分已有标准存在交叉

重叠、滞后等问题。前沿新材料产业在石墨烯领域存在跨行业应

用而产生的技术标准要求不同等问题，亟待完善各应用领域的技

术标准。

（三）知名龙头骨干企业偏少，行业影响力较弱

大型科技类核心企业是制造业集群的龙头骨干，也是集群技

术影响力的重要标志。据调查，江苏先进制造业企业中仅有

13.26%的集群企业属于龙头企业，仅有 39.31%属于骨干企业。

例如，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领域 42.11%的企业在全球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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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上属于一般企业，新型显示领域多数企业相较于广东省的华

为、OPPO、vivo、创维等龙头企业在产业链上的整合影响力较弱，

并且企业品牌知名度也存在较大差距。与美、欧等行业骨干企业

相比，我省企业在药物研发、企业规模等方面都处于追随状态，

物联网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多数企业为年销售收入 2000 万元以

下的中小企业，企业产品层次总体上处于中低端。

（四）技术研发人才供给不足，高层次人才缺乏

调查结果显示，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有 40%的企业研发人员

占全体员工比例不足 10%，34%的企业研发人员占比仅为

10%-20%，企业的研发人员总体数量较少。例如，前沿新材料产

业仅有 3.33%的企业研发人员占全体员工的比例超过 40%，

73.33%的企业研发人员占比低于 20%，产业链不完善，人才储备

总量少。受调查企业中，仅有 6%的企业拥有国家级人才，32%的

企业拥有高层次水平人才，高层次人才缺乏。例如，核心信息技

术产业 44%的企业研发人员占全体员工的比例在 40%以下，66%

的企业未拥有国家级和省部级拔尖人才，云平台架构师、数据科

学家等高端人才数量严重不足，制约了产业发展。

三、加快提升江苏先进制造业关键技术控制力的建议

（一）立足“卡脖子”技术，落实核心技术攻关与应用推广

一是聚焦产业“卡脖子”技术，参照受制情况和预计攻关难

度分层、分步部属短板技术攻关，加大资源要素供给与投入力度。

例如，在高端纺织领域中，建议提供财政资金支持相关企业实现

技术突破，鼓励企业使用生物质产品替代石油基产品，突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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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技术制约。二是学习浙江省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建设对策，

深化财政支持，培育创建“卡脖子”技术创新中心、创新联盟等

协同创新共同体，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加快江苏省“新基

建”领域相关项目建设。三是借鉴广东省“5G 核心技术攻关合

力”做法，灵活化奖补政策，发放企业创新券、支持相关科技创

业企业购买兑付“卡脖子”技术攻关费用。

（二）建立完善标准体系，加强技术自主可控性

一是加大财政补贴，深化推动由科技主管部门、有关行业主

管部门、标准化主管部门联合负责，强化标准研制，加强标准工

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二是鼓励以龙头骨干企业为主体，实施标

准战略，以标准支撑和引领产业发展。例如，在工程机械领域，

重点依托徐工集团等龙头企业主导或参与构建和完善工程机械

标准体系，实施标准战略。高端装备产业应以轨道交通、智能装

备标准等为重点，以企业为主体开展智能装备标准修订，实现标

准支撑和引领产业发展。

（三）壮大龙头骨干企业，推进关键技术引领力

一是开展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对经评审立项的重点项目从

省、市专项资金中给予定向联动支持，对龙头企业按照先进制造

业集群培育有关要求进行重点扶持。二是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和

核心技术，实施高端并购、强强联合，加速全球产业链关键资源

整合。三是学习广东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政策，引导社会资本组

建创业投资基金及融资担保补偿资金，扶持企业聚焦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



— 8 —

（四）加快核心技术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育力度

一是学习广东人才绿卡政策引进高端人才，建立以“卡脖子”

技术需求为导向的人才集聚机制。二是以财政“种子”资金撬动

社会资本，探索建立高层次人才创投基金等方式，引进和培育“卡

脖子”核心技术人才。三是鼓励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打通“卡脖子”核心技术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

道，实行核心技术人才多元化评价和认定，提升“卡脖子”核心

技术人才待遇水平。（省社科规划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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