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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11 日，国家航天局在北京公布了由“祝融号”火星车拍摄的
着陆点全景、火星地形地貌、“中国印迹”和“着巡合影”等影像图。
国家航天局供图 （新华社发）

2021 年 11 月 7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
志刚出舱画面。
郭中正摄 （新华社发）

2021 年 12 月 9 日，“天宫课堂”第一课开课，学生们在北京中国科技馆听课。

创新，
创新
，驱动中国
本报记者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成为现实，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新征程开启。从创新这个标尺上看，中国
交出了一份含金量满满的答卷。
“天问一号”着陆火星，载人航天成绩
举世瞩目，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并
网发电……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
智能制造大显身手、“灯塔工厂”相继涌
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动能澎湃……创新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首个抗新冠病

仰望冬夜，常能看到一枚亮星划
过中天。那是每90分钟绕地球一圈的
“天宫”。2021 年，中国载人航天成绩
举世瞩目。
2021 年6月17 日，神舟十二号载
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并与天和核心
舱成功完成对接。在轨飞行期间进行
了两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开展了一系
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在轨验
证了航天员长期驻留、再生生保、空
间物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
在轨维修等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关键技
术。2021 年 9 月 17 日，三位航天员聂
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太空出差” 中核集团福建福清核电 5 号机组投入
90天后顺利回到地球。
商业运行，标志着中国核电技术水
一个月后的 2021 年 10 月 16 日， 平和综合实力跻身世界第一方阵。
神舟十三号将另外三名航天员——翟
2021 年 12 月 20 日，全球首个四代特
征核电——华能山东石岛湾高温气
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送上太空，这
一次他们要驻留半年。这意味着，中
冷堆在成功并网，发出了第一度
电。这是全球首个并网发电的第四
国的载人航天迈过试验阶段，实现太
空往返常态化。中国的空间站即将成
代高温气冷堆核电项目，标志着中
国成为世界少数几个掌握第四代核
为人类探索宇宙的主力阵地。
能技术的国家之一。
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
“华龙一号”是由中国核工业集团
想。2021年，仰望星空，除了中国空
公司和中国广核集团研发的先进百万
间站，人们不会忘记，天问一号火星
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具有完全自
探测器搭载“祝融号”火星车，在火
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水堆核电创新成
星成功着陆。
果，在安全性上满足国际最高安全标
历经 9 个多月的长途跋涉，2021
准的同时，所有核心设备均已实现国
年 5 月 15 日，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产化，首台套国产化率达到 88%，完
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在火星乌托邦平
全具备批量化建设能力。
原南部预选着陆区着陆，在火星上
高温气冷堆被称为“不会熔毁的
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此后，国
反应堆”，高温气冷堆核电站也被誉为
家航天局公布了由“祝融号”火星
车拍摄的影像图。首批科学影像图 “最安全的核电站”。在任何的事故情
况下，反应堆都不会熔化，也不会造
的发布，标志着中国首次火星探测
成大量放射性释放。高温气冷堆核电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天和”升空，“天问”奔火， 站关键核心技术完全属于中国，设备
国产化率高达93.4%。今后，高温气冷
“羲和”探日，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
堆将进一步向“氢、汽、水、热、
的空间站……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电”五大细分目标市场进军，为“双
势，我们勇攀科技高峰、逐梦航天
碳”目标实现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强国。
作为中国核电创新发展的重大标
2021 年，核电领域的好消息也
志性成果，二者也将成为中国核电走
频频传来：2021 年 1 月 30 日，全球
向世界的“国家名片”。
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叶 子

毒特效药获批上市、复兴号实现 31 省区市
全覆盖……创新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1 年全
球创新指数报告》 显示，中国在创新领域
的全球排名已经从 2013 年的第 35 位上升至
第 12 位，是排名最高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
的不竭动力。回首去年，中国创新事业蓬
勃发展，创新成果熠熠生辉。未来，创新
还将继续驱动“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机器人高效配合，数据实时上
网，后台“云端”调度，在武汉长飞公
司光缆车间，智能制造大显身手。公司
总裁庄丹说：“‘5G+工业互联网’，为
产业提质增效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和长飞公司一样，越来越多中
国企业走上了智能制造和创新发展
的路径。
“我们十几年前就开始着手自动
驾驶拖拉机研究，作业精度已经达到
厘米级。”中国一拖技术相关负责人
王东青说，公司研发的智能装备已取
得良好应用效果，在黑龙江建三江七
星农场，5G+氢燃料无人电动拖拉机
顺利完成规模面积玉米播种作业和水
田整地作业。
“新型纳米隔热材料的攻关研
制，为企业发展赢得了先机。”江西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澳博颗粒研究院
总经理助理刘思达说，在南昌经开区
的支持下，企业自建研发机构，将创
新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大大提升
了企业的竞争力。
加强自主创新是企业制胜的法
宝，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更多
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进一

步提升创新活力和潜力。”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
立坤表示。
数据显示，中国5G基站已超115
万座，规模稳居全球第一，5G终端连
接数达 4.5 亿户，“5G+工业互联网”
加快应用，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
能。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提
出，到 2025 年，70%的规模以上制造
业企业基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建成
500个以上引领行业发展的智能制造示
范工厂。
去年以来，中国坚持创新在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
创新与经济发展紧密融合，锻长
板、补短板，从核心技术到高端产
业，创新、创业按下快进键，创新
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正在为高质量发
展赋能提速。一系列数据，为创新
引领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诠释。
31 家入选，占全球超三分之一！
去年，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公
布，在全球90家入选工厂中，中国以
31家“灯塔工厂”的数量，成为目前
拥有“灯塔工厂”最多的国家。“灯塔
工厂”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
厂”，是由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
锡咨询公司共同遴选的“数字化制
造”和“全球化4.0”示范者，代表当
今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

的最高水平。显然，中国制造业已深
度拥抱端到端全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
4762 家，补链强链！去年 7 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要强
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
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
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
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据工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全国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已达 4762
家，成为未来推动形成更强创新力、
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供
应链的重要力量。
首批上市81只股票，首日成交金
额接近 100 亿元人民币！2021 年 11 月
15 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揭牌开
市，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又一重
大战略部署从蓝图变为现实。81家首
批上市企业集体亮相，首日成交金额
接近 100 亿元人民币，10 只新股平均
涨幅接近200%。与同样服务于创新企
业的科创板和创业板相比，北京证券
交易所聚焦“更早、更小、更新”，致
力于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
地。截至 2021 年 11 月 19 日，北交所
首批上市的81只股票交易合计成交额
达212.49亿元。
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消费级无
人机占据一半以上的全球市场；5G移
动通信技术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6G
专利申请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走在全
球前列……创新这个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正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需求
2021 年 12 月 8 日，一则消息刷
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应
急批准腾盛华创医药技术公司的新
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安巴
韦单抗注射液及罗米司韦单抗注射
液注册申请。
这是我国首个获批的自主知识产
权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
标志着中国拥有了首个全自主研发并
经过严格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

▼2021 年 7 月 20 日，由中国中车承担研制、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时速 600 公里高速
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下线。
中车四方供图

▲2021 年 12 月 26 日，安徽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人员在长江大跨越特高压输电钢管塔封顶施工
现场作业。
郑贤列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究证明有效的抗新冠病毒特效药。
中国首个抗新冠病毒特效药获批
上市，背后离不开创新二字。从高端
医疗设备研发，到药物“绿色制造”，
从重大呼吸系统疾病的防、诊、治，
到中医药临床疗效的评价规范……越
来越多科技工作者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立足医学科技自立自强，集中力
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我国
健康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大幅提升。
科技创新深刻影响着国家经济发
展水平，同样也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
福祉。
2021 年6月25 日，中国首条高原
电气化铁路拉萨至林芝铁路正式开通
运营。国铁集团牵头组织国内机车车
辆科研和装备制造企业组建创新联合
体，成功研制了复兴号高原双源动力
集中动车组，在拉林铁路开通时同步
上线运营，历史性地实现了复兴号对
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坐上动车去拉
萨”的梦想得以实现。
林芝市巴宜区布久乡简切村支部
书记白玛次旺说：“我们村很少有人
外出打工，大家主要靠旅游收入，有
卖家乡特产的，也有经营民宿的，现
在旅游人数每年都在递增。今天通了
铁路，我们相信，未来村民的收入会
越来越多！”
去年 7 月，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正式下
线，跑出 600 公里的时速，被网友称
为“贴地飞行”。高速磁浮是全球交通
科技竞争的战略高地，这标志着中国
已掌握常导高速磁浮全套技术和工程
化能力。
高速磁浮项目技术总师、中车
四方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丁叁叁介
绍，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是当前可
实现的速度最快的地面交通工具。
未来，在城市群内的高速通勤化交
通、核心城市间的一体化交通和远
距离高效联接的走廊化交通等应用
场景中，高速磁浮可以满足人们多
元化的出行需求。
核能供热示范工程投产让人们
感受到冬日的温暖；特高压输电技
术将我国西部、北部的清洁能源输
送到全国；地质灾害信息平台实现
灾害精准化监测预警，为生命安全
提供科技守护；太阳能警示灯等科
技设备护航车辆安全通行；层出不
穷的新业态扩容就业“蓄水池”、带
动消费升级……科技创新、模式创
新等创新元素渗透到衣食住行的各
个方面，为 14 亿中国人的美好生活
不断添砖加瓦。

▼2021 年 12 月 5 日，工人在河北沧州沧县
一家药包材“小巨人”企业的药用中性硼硅玻
璃管生产车间工作。
苑立伟摄 （人民视觉）

▲2021 年 11 月 6 日，随着第一组燃料组件入
堆，“华龙一号”示范工程第 2 台机组——中核
集团福清核电 6 号机首炉燃料装载正式开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