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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行活动先进制造业论坛举行

转型升级 走出制造业发展特色之路
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

行活动光电产业论坛举行

抢滩科技前沿
打造光电高地
� � 本报讯（记者 张婵）
4 月 4 日上午， 首届南阳
籍院士专家故乡行活动
光电产业论坛举行。 中国
科学院院士王家骐，中国
工程院院士姜会林，市领
导吕挺琳、郭斌、李建涛
等出席。

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
吕挺琳在致辞中说，南阳在
光电产业方面有优势、有基
础、有潜力，随着电子信息
技术不断进步，物联网广泛
应用、5G时代的来临，市场
空间扩大，给南阳光电产业
带来了产品市场机遇、承接
产业转移机遇。南阳光电产
业发展迫切需要院士专家
的支持和献计献策，双方开
展合作空间巨大、 前景广
阔。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发挥
智力优势，一如既往支持南
阳发展， 广泛与南阳企业、
院校交流合作，为南阳光电
产业发展出谋划策、把脉问
诊。 当前，南阳正处于转型
升级、 创新发展的关键时
期， 要实现新旧动能的转
换、 赢得新的发展优势，根
本靠创新、关键靠人才。 此
次市委、市政府举办首届南
阳籍院士专家故乡行活动，
目的就是集聚一批院士专
家， 辐射汇聚八方英才，达
成一批合作项目，深入推进
人才强市建设和“诸葛英才
计划”落地见效。

此次论坛是我市首届
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行活
动重要内容之一， 是我市
今年第一次大规模、 高层
次的光电产业论坛。 参加

论坛的院士专家均长期从
事光电信息领域研究探
索，站位科技创新前沿，王
家骐院士作了题为《长春
光机所与光学工程》 的专
题报告， 姜会林院士作了
题为《中国光电产业发展
前景展望》的专题报告，台
湾星典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吴允中作了题为《半导
体芯片材料制成》 的专题
报告， 南开大学研究员孙
军作了题为《光电产业发
展若干案例的启示》 的专
题报告， 畅谈光电产业发
展趋势， 细说光电产业高
新技术， 为南阳光电产业
发展出谋划策。

光电信息产业被誉为
21 世纪最具有魅力的朝
阳产业。市委、市政府把光
电产业作为特色支柱产
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依托产业基础， 整合各种
资源， 做强龙头、 打造园
区、完善链条、壮大集群，
推进智能化和信息化深度
融合， 瞄准智能终端发展
目标， 带动光电产业向高
质量发展。目前，南阳不仅
是国家光电高技术产业化
基地， 而且是全国三大光
学冷加工基地之一， 在国
内外光电行业享有较高知
名度， 已初步形成以光学
元件加工为基础、 以光电
薄膜技术为核心、 以整机
与系统集成服务为方向的
产业链， 集聚了以高新区
光电产业园为载体的 200
余家中小光电企业， 后发
优势明显。 ③3

产业升级 着力培育优势产业群
王金照作题为“产业发展

趋势和地区优势产业培育”的
专题报告。 他说，制造业立国是
中国在产业发展上的基本战略
取向， 是国家劳动力生产率提
升的源泉。 目前，制造业到了必
须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持续发
展的时期，必须进行工艺升级、

产品升级、 产业环节升级和价
值链升级。 对于南阳产业发展
和产业升级，王金照建议，南阳
要明确工业兴市战略， 优化营
商环境，高质量招商引资。 要着
力培育优势产业群， 不仅要对
产业进行升级， 而且要培育市
场较大的产业， 还要开展配套

的产业建设。 对于我市传统制
造业的升级，他建议，要降低能
源原材料、 土地和资金等生产
要素价格， 通过对劳动密集型
企业的定向减税来对冲劳动力
成本的快速上升； 要利用新技
术提升生产效率， 保持传统产
业的竞争力。

本 报 讯 （记者 陈 书 洁）4
月 4 日上午， 首届南阳籍院士
专家故乡行活动先进制造业论
坛举行。 北京王码创新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码五笔
字型” 汉字输入法发明者王永
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
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研究员王
金照，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民品部主任李宗樵， 高智创新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苏
清新，市领导季陵、刘荣阁、马

冰等出席。
河南省工信厅副厅长朱鸣

致辞。 朱鸣在致辞中说，南阳拥
有以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电子
信息、绿色食品、生物医药、新
能源、 冶金建材为主体的产业
体系，是工业门类齐全、产业配
套完善的省辖市之一。 近年来，
南阳以建设全省智能制造示范
市为目标，持续推动三大改造，
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明显成
效。 本次论坛聚集了国内先进

制造业领域的高端专家和知名
企业， 对推动经验交流和优势
互补， 促进跨区域产业合作共
赢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南阳以
此次为契机， 贯彻落实智能制
造和工业互联网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 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
法， 以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为
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提质增
效， 努力走出一条发展智能制
造的特色之路。

建好“四个基地” 打造“光学森林”
李宗樵作题为“百亿光电梦

南阳新引擎”的专题报告。 他说，
近十几年来，中国光电产品市场
一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南
阳光电产业目前已经初步建立
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区域产业群，
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升。 南阳
光电创业投资力量十分活跃，仅
南阳光电信息产业园就已经入
驻企业百余家，正致力于打造百
亿级产业园。 未来，南阳将会成

为全国乃至全球光电产业的重
要一极。 对于南阳光电产业发
展，李宗樵建议，南阳要准确把
握光电产业链的构成和特点，结
合自身优势和资源， 找准方向，
明确定位，持续打造具有南阳特
点和核心竞争优势的产业群。 要
抓住国家政策机遇，积极参与重
大工程，在国家光电产业发展中
凸显地位。 要编制光电产业中长
期发展规划，推进全球光学元组

件基地、全球光电显示及投影机
基地、南阳“膜都”、军民融合发
展基地“四个基地”建设。 要构建
完善的“产业生态圈”，以战略规
划牵引为“阳光”，以优惠政策支
持为“雨露”，以产业园区、创业
大楼及研发平台为“土壤”，以基
金、税收优惠为“肥料”，以产品、
人才培育为“种子”，以有序的市
场环境为“园丁”，打造生机勃勃
的“光学森林”。

优化配置 尽早进入智能制造时代
高智创新（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苏清新作题为“智
能制造新机遇”的主题报告。 他
说，智能制造包括产品智能化、
服务智能化、装备智能化、管理
智能化和生产方式智能化，这
将带来观念的变革、 创新模式

的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
变。 对于南阳先进制造业发展，
苏清新建议， 南阳要布局产业
规划， 着力打造创新型产业集
群， 构建产业生态体系。 要以
“引技”、“引智”、“引才”为招商
引资的重点， 引导企业参与全

球竞争，培育“独角兽”企业。 未
来，企业的竞争力将是技术+产
品+平台创新以及生态优势，因
此，企业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技术， 快速响应市场需
求，着力优化资源配置，尽早进
入智能制造时代。 ③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