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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逐梦“高精尖”
———一座创新之城的不二抉择

文/新华社记者 李 斌 孔祥鑫 张 超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走进江苏省徐州市丰
县的子侠小学，正对学校
大门的主干道上有一座范
子侠的青石半身像。这里
是范子侠的母校，学校西
教学楼的北墙上，贴着范
子侠的钛金像，画像下方
写着“将军母校，与时俱
进；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范子侠，1908年出生
于江苏丰县华山镇大史楼
村一个贫苦佃农家庭。
1922年，14岁的范子侠只
身流浪到福建，毛遂自荐
给一个副官当勤务兵，后

被送至天津入东北军随营
学校学习。毕业后，他在东
北军曾任连长、营长、团长
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
后，因不满国民党的不抵
抗政策，范子侠愤然辞去
军职，另寻抗日救国的其
他途径。

1933年范子侠加入察
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
任某部团长，率部参加克
复康保、多伦等地区对日
军作战。1935年绥东抗战
爆发后，范子侠秘密打入
伪军李守信部金宪章旅，

任营长，在百灵庙战役中
策动全营起义，并迫使金
宪章旅投降。范子侠因此
被国民党军事当局视为
危险分子，遭到禁锢，直
到七七事变后才获释出
狱。

全国抗战爆发后，范
子侠组织抗日义勇军，在
河北无极、藁城、新乐、行
唐一带打游击。1938年春，
范子侠自改番号为冀察游
击第二师，率部由河北行
唐南下，转战冀西、豫北一
带。1939年6月，范子侠应

邀在八路军129师师部与
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
见面。同年11月，范子侠所
部被改编为129师平汉游
击纵队，范子侠任司令员。
同年底，范子侠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40年范子侠任八路
军第129师新编10旅旅长，
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范
子侠素以骁勇善战著称，
能双手用枪。为防备敌人

暗杀，一身配用三支手枪。
每当作战时，他手执双枪、
左右开弓，弹无虚发，令敌
人闻风丧胆。

1942年2月，日军对太
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

“第2期驻晋日军总进攻”。
2月12日，范子侠在沙河展
开反“扫荡”激战时中弹牺
牲，时年34岁。“我前进你
们跟着我，我停止你们推
动我，我后退你们枪毙

我！”范子侠用生命诠释了
他的这句话。

为纪念范子侠，1998
年丰县人民政府将华山镇
大史楼小学更名为“子侠
小学”，并列入县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县政府在县烈
士陵园建造了范子侠烈士
纪念碑，范子侠出生地所
在的华山镇政府则为其建
立了衣冠冢。

（据新华社报道）

在怀柔科学城，高能
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工
程通过国家验收；在中关
村科学城所在的海淀区，
平均每天诞生50家科技企
业……

产业是实体经济基
础，创新发展是唯一出路。
连日来，记者在北京调研
发现，加速聚集高端创新
要素，大力发展高精尖产
业，已成为北京这座千年
古都、创新之城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从追求“大而全”转向

聚焦“高精尖”

“啥叫高质量发展？就
是要有核心技术！”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梁胜说。

伴随一系列技术创新
中心建设和高新技术企业
的培育，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积极建设高精尖产业
主阵地，2018年地区生产
总值保持两位数增长。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只是5年前进一步明确
城市战略定位、重新再出
发的北京发生深刻转型的
缩影。

从聚集资源求增长转
向疏解功能谋发展，从追
求“大而全”转向聚焦“高
精尖”，从向扩张要增长转
向向减量要质量———剥掉

“白菜帮”，做好“白菜心”，
北京紧紧抓住疏解非首都
功能这个“牛鼻子”，坚持
严控增量和疏解存量相结
合，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
疏解转移双向发力。

2014年，北京率先在

全国制定新增产业禁止和
限制目录。截至2018年底，
批发零售、制造、农林牧渔
等限制类行业新设市场主
体数量下降明显，占比从
2013年的47.4%降至21.9%；

科技服务业、文体娱乐业、
信息服务业等新设市场主
体 占 比 从 25.1% 上 升 到
50.5%。

这是一个标志性时
刻———2017年12月，北京
公布《加快科技创新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十个高
精尖产业的指导意见》。北
京还陆续出台5G、人工智
能、医药健康等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和方案，努力形
成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药
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的“双
动能”。

“创”见未来。数据显
示，2018年北京市工业和
软件信息服务业合计实现
增加值8323.6亿元，占全市
GDP的27.4%；十大高精尖

产业实现营业收入32548
亿元；在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以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健康、智能制造和
新材料为代表的新兴产业

集群正在形成……
“新动能的培育，已经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北京
市经信局副局长毛东军
说。

厚植高精尖产业发展

“土壤”

人工智能芯片、骨科
手术机器人……北京北四
环西路67号，中关村前沿
技术创新中心内，一批前
沿技术产品让人耳目一
新。

“入驻这里的企业，首
先是技术水平高。”工作人
员介绍。

近年来，中关村管委
会通过公开路演方式，围

绕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颠
覆性新材料、前沿生物等
前沿领域，开展选拔和培
育机制体制的先行先试改
革探索，加快培育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

逐梦“高精尖”，需要
肥沃的创新“土壤”。

一系列数据与成果，
让北京发展高精尖产业的
底气十足：2018年，北京全
社 会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居全
国之首；专利申请量与授
权 量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13.6%和15.5%；每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为111.2件，位
居全国第一。

逐梦“高精尖”，需要
科技创新的载体。

2017年9月公布的《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
-2035年）》，明确了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路径，
以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
学城、未来科学城和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城一
区”建设为重点的空间格
局形成。

“目前，‘三城一区’发
展规划已经基本编制完
成，呈现出特色化发展的
新格局。”北京市科委副主
任杨仁全说。

设立300亿元的科技
创新母基金、创立智源人
工智能研究院等系列创新
型研发机构……创新要下

“先手棋”，近年来，一系列
重大科技创新举措布局

“落子”。
国内首款28纳米全球

导航卫星系统最小芯片发
布；全球范围第一次实现
光谱仪的传感器化……一
系列关键技术领域，实现
重点突破。

创新引领高质量发
展，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
强。2018年，中关村示范区
企业共申请专利86395件，
同比增长17%，专利授权同
比增长24.4%。2018年发明
专利授权量国内前十强企
业，京东方和联想“榜上有
名”。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2018年，北京新经济
增加值突破万亿元，占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达
33.2%；金融、信息服务、科
技服务等优势服务业对全
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
达67%。

打造高质量发展“生

态”

40岁出头的孙剑，是
中关村人工智能企业旷视
科技的首席科学家，2018
年第一次参加职称申报，
就成功获评正高级工程
师。

“中关村是一个创业
热土，只要有才华，有志
向，你的梦想一定能实
现。”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
立新说。

高质量发展要靠创
新，而创新需要充分调动
人的积极性。

从云集的科研院所，

到不断涌现的高科技企
业，北京是全国科技人才
资源最密集的地区。

“北京的高质量发展，
必须用好激活创新这个动
力。”北京市政府负责人
说。

近年来，北京不断出
台政策，创造良好氛围，营
造优质环境，释放人的活
力，释放生产力。

出台《新时代推动首
都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行
动计划（2018-2022年）》；
出台支持建设世界一流新
型研发机构实施办法；发
布支持颠覆性创新的指导
意见……近年来，北京出
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
优化营商环境，打造高质
量发展“生态”，打造支撑
首都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强
大引擎。

———2018年，每天新
产生近200家创新型企业；

———80家北京企业入
选最新“独角兽”榜单；

———北京股权投资规
模和案例数均占全国30%
左右……

北京已经成为全国乃
至全球创新创业最活跃的
城市之一，成为人们创新
创业梦想的实现地。

放眼未来，北京将大
力发展总部经济、创新型
经济，加快培育金融、科
技、信息、文化创意、商务
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大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
技术产业，进一步构建高
精尖经济结构。

寒门虎将范子侠

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一家制

药公司的研发实

验室

这是在中关村东升科技园拍摄的由园区企业

独立自主研发制造的芯片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