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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姜琳

面对风险挑战， 办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
有力的应对。

放眼今日之中国， 创新发展的热潮方兴
未艾。接续换挡的发展动能、迭代成长的科技
变革、蓬勃兴旺的创业创新，展现“千磨万击
还坚劲”的十足韧性，尽显“天工人巧日争新”
的充沛活力。

创新中国，释放发展的源源动力

“每次来到中国，这个国家总以创造力和
企业家精神让我备受鼓舞。”宝马集团董事长
科鲁格曾感慨地说， 有一次在北京用餐结束
时想用信用卡结账， 没想到中国同事已经用
智能手机付了款。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创新将推动中
国的可持续发展。”科鲁格表示。

不只是科鲁格， 今天每一位来中国的客
人，仅从“手机支付”“共享单车”“快递外卖”
等衣食住行的日常片段， 就能深切感受这里
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是中华
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也是国家兴旺发达
的不竭动力。

从“东方红”卫星到“天宫”游太空，从国
产航母下水到“蛟龙”深海探秘，经过新中国
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
中国创新实力持续跃升。

今日中国， 已经步入科技创新的快速轨
道，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大国。

“日日开花日日新。”单以今年5月份作为
切口看，非洲猪瘟疫苗研制取得阶段性成果，
又一颗北斗二号卫星成功发射， 嫦娥四号新
发现证实月幔成分，“重型燃气轮机” 自主研
制取得突破……中国科技创新可谓日新月
异、硕果累累。

经过多年深耕厚植与艰苦拼搏， 中国科
技产出实现大幅跨越， 取得一批在世界上叫

得响、数得着的重大成果，中国创新的活力持
续迸发，向着新高度奋力跃升。

今日中国，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
不穷， 创新已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
动能。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中国不仅在
国产大飞机、高速铁路、三代核电、新能源汽
车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抢占了制高点，在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方面也得到迅速提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
报道， 中国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论文总数
几年前就已经超过美国。

当信息技术与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中
等收入群体相结合，由此产生的共享经济、平
台经济兴起之快、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令世
界瞩目。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超过31万
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4.8%。

今日中国， 创新已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
核心竞争力。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研发队伍， 发明
专利申请量已连续8年居世界首位。 在18.1万
家高新技术企业与13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基础上， 还造就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
的骨干企业和跨国公司。

按照美国专利数据公司的报告， 在美国
专利商标局授予专利总量下降的情况下，中
国是2018年全球唯一一个在美国获得企业技
术专利数量增加的国家。 中国公司获得超过
12500项美国专利，华为、京东方进入全球前
20强。

创新发展的中国，活力尽显，后劲充足。
这，正是“中国号”巨轮无惧风高浪急的底气
所在。

活力中国，谱写“第一动力”乐章

一个月前，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150多个国家和90
多个国际组织的近5000名外宾应约而来。

5个月后，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

拉开帷幕。目前，企业展招展吸引了超过250
家世界500强和龙头企业参加，不少展区“一
位难求”。

海纳百川，气象日新。今日之中国，正前
所未有地涌动着活力。

这活力，源于顶层设计的理念制度创新。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全球创

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17位，首次跻
身全球创新指数20强。

创新能力的跃升，来自发展理念的指引。
“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

“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发
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创新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
置，加强顶层设计，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
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今日之中国，创新
已蔚然成风。

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研发经费投
入近2万亿元，投入强度为2.18%，已经超过经
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援引专
家观点评价说， 创业人才加上中国政府的支
持等将继续把创新的车轮向东倾斜到中国。

这活力，源于持续增强的企业内生动力。
上交所数据显示，2018年，沪市实体类公

司研发投入3900亿元，同比增长21%；中企联
数据表明， 去年中国企业500强研发投入较
2010年增长了1.66倍。数据背后，我国企业对
研发创新的重视清晰可见。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 在新一
轮产业技术变革和经济转型升级潮流下，我
国着力优化创业创新环境， 推动企业成为创
新主体。

作为整体退出钢铁主业的千万吨级钢
厂，济钢已“无钢”。通过加快自身的绿色转
型，济钢在探索创业孵化、物流运作、建筑垃
圾回收再利用中获得了新生。

从“要我创新”，到“我要创新”。在时代变

革中，中国企业更具忧患意识，生存壮大中一
个共识更加凝聚：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
就是谋未来。

这活力，源于充分激发的创业创新热情。
2019年全国科技活动周近日闭幕， 为期

一周的科技嘉年华吸引了超过3.1亿人次参与
其中，大众对于科技和创新的热情可见一斑。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近日刊登的文章观
察到，受政策激励的影响，中国迎来了创业热
潮。 每天平均新登记注册的企业数从2013年
的6900家增至2018年的1.84万家。“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正在塑造中国发展新优势。”

除此之外， 中国还拥有9100万科技工作
者、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
人才，再配合近14亿人的大市场，供需两端的
合力正为中国创新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机遇中国，主动作为迈向新境界

没有创新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也就没有
中国的明天。因创新而变的中国，尤需厚植创
新土壤。

在抢抓机遇中释放创新活力———
几天前， 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

验样车在青岛下线。 经过近三年的技术攻
关，课题团队成功突破高速磁浮系列关键核
心技术。

“攻关核心技术、加强原始创新，是决定
未来中国创新走向的‘关键之举’。”中国科学
院院长白春礼说。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
发展则迎来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同国内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

时移势易，机遇依然在我。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大趋势下，我们

既面临着差距和挑战， 更面临着千载难逢的
历史机遇。唯有只争朝夕、抢抓机遇，才能让
历史性交汇期产生同频共振。

在改革中激发创新活力———
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

能，关键是向改革要动力。
四川省选择部分高校试点， 赋予科研人

员一定比例的职务发明所有权， 通过“先确
权，后转化”，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河南洛阳
轴承研究所占股注册公司快速推进知识产权
产业化， 累计转让、 许可专利及相关技术99
件，收入超过1亿元。

国家知识产权局此前发布的典型案例，
展现了保护知识产权、 促进创新成果转化的
生动实践。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
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 创造平等竞

争的良好环境，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面向未来， 更要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疏通堵
点、疏解痛点、攻克难点，为创新松绑、为创业
加油、为创造助力。

在开放中培育创新活力———
参会国家从29个增加到59个，参会世界

500强企业从15个增加到39个，2019中国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近日举行， 全球大数
据业界精英会聚贵阳， 共商产业发展与合
作机遇。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这些年来， 中国始终坚持以全球视野谋

划和推动科技创新，不仅推动自身进步，更为
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

共赢折射创新之道。 中国人民深谙创新
不是“闭门造车”，始终秉持聚四海之气、借八
方之力的理念。

“集成电路产业是高度国际化的产业，没
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发展。”工信部副部长王
志军说，我国将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 与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界共同分享
中国市场带来的发展机遇。

洞察大变局，方成大格局。形势越复杂，
定力越可贵。

今日之中国，顺应时代潮流，汇聚亿万人
民的聪明才智，必将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
磅礴力量，打造一个活力无限的创新中国。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天工人巧日争新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四

下期奖池：4808403292.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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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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