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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何玲玲、商意盈、方问禹

22 日发布的浙江省今年一季度经济数
据中，两个特点尤其亮眼：一是“快”，全省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 7 . 7% ，高于全国 1 . 3 个百
分点；二是“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3 . 6% ，增速居全国前列。

近年来，浙江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分类施策，破立并举，以“雄鹰行动”“雏鹰
行动”“凤凰行动”为抓手，实现新旧动能转
换，迈出了高质量发展的稳健步伐。

分类施策，企业运行渐显“丛

林生态”

位于绍兴的卧龙集团新能源汽车电机生
产车间里，一批工业机器人正在工作，机械手
精准快速装配，AGV 无人搬运车沿既定线
路运送零部件和成品，车间屏幕上动态显示
订单生产情况。

公司副总经理杨勇介绍，这是卧龙打造
新能源汽车电机智能制造项目，实现了物料
传输、生产、装配、检测、包装等环节互联互
通，借力数字化车间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管
理。

在浙江，智能制造、机器人、“上云”
已经成为不少企业的“标配”。统计数据显
示，仅在杭州，截至今年 2 月，已累计实施
“机器换人”项目 3300 个，企业“上云”

超 8 万家。
这是“三鹰行动”的实践之一。在浙江，

“雄鹰行动”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千亿级
企业提供助力；“雏鹰行动”则帮扶量大面广
的优质中小企业，培育隐形冠军和单项冠军。
同时，通过“凤凰行动”促进企业通过资本市
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凤凰涅槃，全面振兴实
体经济。

杭州市余杭区集中了一大批以数字技术
为核心的中小企业。在“梦想小镇”， 12
个由旧时粮仓改建而来的众创“种子仓”特
别醒目。成立 4 年多来，小镇集聚创业项目
1746 个、创业人才 15700 名，其中 166 个
项目获得百万元以上融资，融资总额超百亿
元。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兰建平
说，浙江以“三鹰行动”为抓手，企业发展渐入
“丛林”生态。“这里既有阿里巴巴、万向、卧龙
等‘大树’企业引领整个行业走向和态势，也有
以‘小镇经济’为代表的各具特色的‘灌木’企业
各领风骚。”他说。

破立并举，新兴、传统产业交

相辉映

面对万物“数字化”浪潮奔涌而来，浙江
全面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今年将设立
100 亿元数字经济产业基金、打造 100 个“无
人车间”“无人工厂”、扶持 100 个骨干数字企
业、实施 100 个园区数字化改造等举措，助推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在杭州未来科技城，10 万平方米的中国
(杭州)5G 创新园已经启用。这是实现 5G 全
覆盖、提供完整 5G 产研条件的创新园，计划
到 2025 年建成 5G 未来演进技术及业务应
用的策源地、孵化地和集聚地。

未来科技城管委会主任赵喜凯满怀憧
憬：“在不久的将来，5G 与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等产业将在创新园‘碰撞’出新的火花。”

既拓展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网络
安全等新兴产业，也激发纺织面料、家用电器
等传统产业提升，浙江正在逐步构筑立体联
动、稳健提升的“金字塔形”产业层次。

一口“大染缸”，曾是绍兴民营经济勃发
的活力源泉，近年则是产业转型的主阵地。从
上千家到数十家，当地印染产业关停并转，并
整体搬至蓝印时尚小镇，通过集聚发展、设备
升级、智能化改造等重焕生机。

“在转型中涅槃重生，闯出新天地。”浙江
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双利感慨
说，企业坚持深耕纺织印染这个“传统产业”，
进而赶上高质量发展的“二次红利”。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浙江 17 个传统
优势产业增加值增长 9 . 1%，纺织、服装、造
纸、化工、化纤五大行业增长 10% 以上。

弹好“两手”协奏曲，植入高

质量“基因”

块状特色经济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数字
经济五年倍增计划，小微企业新三年成长计
划，数字新政、科技新政、人才新政、生态文明
新政……除了“三鹰行动”，浙江近年打出一
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发展迈向高质量。

“组合拳”背后，则是浙江各级政府以“最
多跑一次”为牛鼻子的各项改革持续推进。得
益于“标准地+承诺制”改革，如今在诸暨的企
业投资项目，从取得土地备案到开工建设，平
均用时从原来 100 天缩短至最多 25 天。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说，浙江已经形
成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作互补模式。
“各级政府甘当、乐当‘店小二’，为企业发展营
造更好环境。”他说。

2018 年，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清华长
三角研究院、阿里达摩院等多个体制创新的
科研载体在浙江全面崛起。同年，浙江新增高
新技术企业 3187 家、科技型小微企业 10539
家，研发经费支出占比达到 2 . 52%。

兰建平说，高质量发展必须突破一些关
键技术、核心能力。浙江政府聚焦关键项目，
导入重要要素，利用政策制度护航，正在实现
数字经济引领的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杭州 4 月 24 日电

浙江：“三鹰”展翅助力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高敬、安娜

北京西南郊区，有一个看上去不怎么起
眼的小镇——— 新镇，60 多年前因核而建。但
在中国核工业领域，这里却是个最有历史感
的地方———

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
速器在这里建成；

我国“两弹一艇”不少关键数据在这里采集；
国家表彰的 23 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中有 7 位曾在这里创建功勋；
这里派生或援建了十余个核科研和生产

单位，被称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中
国核工业的摇篮”……

这里是中国核工业的起点——— 中核集团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在地。记者近日走进
新镇，感受中国核工业近 70 年来波澜壮阔的
历程，认识核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广阔应用。

“一堆一器”，开启中国原子

能时代

一块三米多长、两米多高的淡蓝色“大块头”
静静地立在原子能院工作区的大院里。这个“大
块头”就是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的主磁铁。

一路之隔的花园里，立有钱三强、王淦昌
两位核物理学家、原子能院两位前任院长的
雕塑。花园的另一侧，是一座式样古朴的大
楼——— 反应堆大楼，这里建有我国第一座重
水反应堆，人们叫它“功勋堆”。

原子能研究离不开大型核设施，没有大
型核设施，所有研究都是纸上谈兵。原子能研
究需要的基础核设施就是反应堆和加速器。

1955 年，党中央作出了创建中国原子能
事业的战略决策，并决定从苏联引进一座
7000 千瓦的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一台直
径 1 . 2 米的回旋加速器。从 1956 年破土动
工，仅仅两年多，一座新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基
地就在荒滩上“长”起来。

1958年 6月 10日，回旋加速器调试出束；
1958年 6月 13日，重水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

“一堆一器”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开始跨
进了原子能时代。

1964年 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1967 年 6 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1年 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两
弹一艇”的成功背后，“一堆一器”功不可没。

上世纪 70 年代，在运行二十年后，反应
堆出现设备老化现象，不得不降功率运行。

今年已经 80 多岁的张文惠在反应堆工
作了几十年。他回忆道：“反应堆心脏坏了，有
人说换个心脏，还有人建议换个更高级、有中
国特色的心脏。”

他和同事们加班加点做理论分析，验证
反应堆改建的各项参数，用大量的数据说服
上级领导同意对反应堆进行改建。

历时一年零六个月，重水反应堆成功“返
老还童”，性能得到提高，而且总投资只有新
建堆的十分之一。反应堆重新焕发了生机，并
为我国首座核电站——— 秦山核电站的试验、
设计做了大量技术支持工作，还可以进行单
晶硅的辐照生产等。

从啥都得向国外学习到逐步掌握核心技
术，并创造性完成重水反应堆的改建，原子能
院的科研人员凭着对核工业的情怀和拼搏精
神，实现了技术引进吸收和再创新。

“这说明中国科技人员的能力可以屹立

于世界反应堆之林。”张文惠自豪地说。
1987 年和 2007 年，回旋加速器和重水

反应堆先后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光荣“退
休”。

如今，“一堆一器”已经入选国家工业遗
产和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它们安静地矗
立在原子能院工作区中心位置，仿佛两位老
人，见证着我国核事业稳步发展。

多堆多器，核科技研发跑出

“加速度”

深蓝色的水面清澈见底，反应堆堆芯在
金属容器的包裹下，静立水底。水池四周的空
间，簇拥着国内外多家知名高校、领先研究机
构共建的各类先进谱仪。

这是记者在原子能院中国先进研究堆所
在地看到的一幕。

谱仪利用反应堆产生的粒子对测试样品
进行深度扫描“体检”，就像是一双深入微观世
界的“眼睛”，可以分析样品的元素种类、含量、
内部结构等，还能发现一些精密零部件的内
部是否有裂痕。有的测试样品仅有针尖大小。

2010 年，原子能院自主研发建成中国先
进研究堆。“这座功率 60MW 的反应堆，主要
技术指标位居世界前列，亚洲第一，能为相关
领域领先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理想实验环
境。”原子能院反应堆工程技术研究部党委书
记王谷军说。

中国先进研究堆的建成、发展，是原子能
院科研能力加速快跑的一个缩影。如今在原
子能院，各种类型的反应堆还有很多———

1984 年，原子能院自主研发、设计、建成
我国第一座原型微堆。这种小型、易于操作、
功率低、固有安全性好、对环境污染小、可建
在大中城市人口稠密地区的应用堆型，在国
内外得以迅速推广。原子能院已在国内外建
设 8 座商用微堆，近几年又先后实现加纳、尼

日利亚微堆的低浓化改造，使得反应堆安全
性和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2010 年，原子能院研发、设计、建成中国
实验快堆。作为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主力堆
型，相对于压水堆，快堆不仅可以将铀资源利
用率从 1% 左右提高到 60% 至 70%，还可使
乏燃料的放射性毒性影响和废物量降低数个
量级，促进核能绿色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
600MW示范快堆的建设正在推进中……

伴随着反应堆的快速发展，原子能院加
速器的研发也不断取得突破。从最初的几百
KeV 的低能加速器，到如今正在研发的
230MeV、250MeV 超导回旋加速器等，一批
批中高能加速器的逐步产业化，正为或将为
一些医疗、工业等领域高精尖课题提供全新
的解决方案。

特别是在工业应用领域，原子能院的加
速器相关工作，已从研发、设计阶段，迈向标
准制定阶段。其主导制定的《工业无损检测用
电子直线加速器标准》，是我国首个无损检测
探伤加速器的国际标准，填补了我国在通用
核技术领域的空白。

“目前工业领域的高能大功率辐照加速
器研发，原子能院已处在世界领先水平。”原
子能院核技术所所长王国宝说。

原子能院党委书记万钢说，从“一堆一
器”，到多堆多器，原子能院已建立起反应堆
和加速器事业，为我国核领域基础研究，先进
核能开发，核技术应用拓展，乃至新时代核工
业创新发展提供支撑。

核技术应用就在你我身边

核技术水平是一国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
的标志之一。那么，高大上的核技术跟人们的
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或许可以从一桩百年疑案说起。史料
记载，1908 年，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隔不

到一天先后死去，死亡时间离奇巧合，引人猜
测。此后近百年，清光绪帝的死因一直困扰史
学界。

2008 年，原子能院利用微堆中子活化分
析技术检测清光绪帝的头发，发现其中含有
高浓度的砷元素，远高于正常人的砷本底值。
寻着这一线索，原子能院对光绪的衣物和毛
发等进行了进一步检测，最终推定光绪死于
砒霜(三氧化二砷)中毒。

其实，日常生活中同类原理的检测分析
场景，在法医、环保等领域并不少见，比如通
过对雾霾中碳元素的分析检测，可以对污染
进行溯源，知道雾霾是来源于燃煤还是秸秆
燃烧。

微堆除了用于检测分析之外，还可以进
行放射性同位素制备等。医用同位素正被广
泛应用于癌症、老年痴呆、癫痫等各类疾病的
诊疗。

据了解，正在研发的 230MeV 超导回旋
加速器，可用于被业界称为“抗癌利器”的质
子治疗。与常规放疗相比，质子治疗具有精
准、安全、高效的特点。质子束射线在到达肿
瘤病灶前，能量释放不多，在到达病灶的一瞬
间，才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在杀死癌细胞的
同时将对周围正常细胞的伤害减到最小。

除此之外，在农业、食品安全等领域，电
子加速器辐照还可用于杀虫、消毒、保鲜等。
在能源领域，核能除了可发电之外，在清洁供
热方面的应用也正被国内企业挖掘。

原子能院反应堆工程技术研究部技术人
员刘兴民介绍，一座 400MW 的“燕龙”泳池
式低温供热堆，供暖建筑面积可达约 2000 万
平方米，可温暖 20 万户三居室，目前已在北
方几个城市开始选址。

“核技术并不遥远，它就在你我身边。”王
国宝说，全世界核技术产业规模上万亿美元，
在核技术应用这个大市场中，我国拥有广阔
的发展空间。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从“一堆一器”到多堆多器，中国核工业跑出“加速度”
来自“中国核工业的摇篮”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蹲点报告

▲ 2018 年 3 月 21 日，中核集团福清核电 6 号机组反应堆穹顶吊装成功。此次穹顶吊装标志着国内第二台“华龙一号”机组建设将由土建工
程全面转入设备安装为主的施工阶段，表明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有序推进。 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新华社长沙 4 月 24 日电(记者
胡喆、谢樱、刘慧)民营航天企业动
作频频、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取得
诸多进展、国内民营商业航天公司
首次提供国际卫星发射服务…… 4
月 24 日，第 4 个中国航天日主场活
动在湖南长沙举行，行业主管部门、
航天央企“国家队”、专家学者及商
业航天创客们聚焦当下一个热点话
题：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大潮涛声
渐起，“科技+资本”模式或将打开中
国航天一片新天地。

资本加速涌入

商业航天百舸争流

已经发布的星座计划达到 20
多项、涉及的卫星数量有 3100 多
颗、平均市场规模将达到 150 亿
元……未来宇航研究院创始人牛旼
告诉记者，当前卫星制造市场的潜
力十分巨大，如果以每颗卫星 3000
万元的投入来计算的话，那么截止
到 2025 年我国商业卫星制造产业
平均市场规模将达到 150 亿元。

2014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指出，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卫
星导航地面应用系统等国家民用空
间设施建设，研制、发射和运营商业
遥感卫星”。

“商业航天涉及商业运载、商业
卫星、商业发射、商业测控和卫星应
用等众多领域，近年来发展十分迅
速，已经成为国内外航天发展的热
点。”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说。

“商业航天是近年来在航天领
域中一个热门的话题，发展的势头
势不可挡。从经济规模来说，2018
年全球的航天经济收入将达到
4000 亿美元，而来自商业航天的收入将达到 3300 亿美元。”
中国航天基金会理事长吴志坚说。

中国的商业航天发展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态势。
仅一年左右时间，中国从事商业航天产业并具有一定规模的
企业，从去年的 30 多家增加到目前的百余家，商业航天已成
为中国航天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火箭、卫星的制造、发射不再是政府的“专利”。吴志
坚介绍，过去 3 年多时间里，中国民营商业航天公司里民营火
箭公司表现“亮眼”，在技术研发、生产方式、经营模式和管理
机制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目前中国从事运载火箭制造
的商业企业有 49 家，41 家为民营企业。微纳卫星合计发射
76 颗，商业公司占 44 . 3%。

随着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不断进入商业航天产业，
商业航天进入了产业升级的一个快速发展期。新型材料、新型
动力、新型元器件制造等领域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实现了商业航天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从技术发展来看，我国商业航天的发展带动了航天一些
新的技术突破。比如火箭的回收和重复使用，3D 打印技术使
卫星在轨修理成为一种可能，冲击式太空舱将建成太空旅馆，
亚轨道高超声速飞行技术将使洲际航行旅行压缩到几十分
钟、十几分钟……”吴志坚说。

拓展市场、夯实技术：民营商业航天企业

急需“断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孙为钢指出，
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航天需求的增加，航天的市场在
不断扩大，已实现从单一的为国防服务转向为国防和社会服
务，从单一的国家用户转向为多元化的用户。

高盛集团预测，在未来商业航天将达到万亿美元以上的市
场。低轨星座、太空旅游、星际采矿将成为商业航天的三大主流。

我国的商业航天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思
想观念转换的问题，我们的航天发展是以技术推动为主的，在
商业航天中，技术只是手段、工具、支撑，市场才是目的，没有
市场就没有商业航天。我们不能仅仅用过去做项目的方式、做
工程的方式来推动商业航天的发展。”吴志坚说。

与此同时还有技术成果的转移问题。“国家所投资形成的
技术产品和技术成果是国家资产，应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如何通过一定知识产权保护的手段来促进技术向民营企业的
开放，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否则就会导致低水平重复研
制，造成浪费。”吴志坚说。

此外，商业航天企业技术的积累仍然有限。据统计，截至
2018 年底，55 家从事火箭制造的民营航天企业所取得的专
利共 46 项，这 46 项中获得授权的仅 17 项。中国民营航天企
业的原始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应尽快“断奶”，避免对体
制内现有的技术和人才形成“过度依赖”。

让资本助力商业航天健康发展

“商业航天不仅是加速形成航天产业新格局的重要途径，也
是培育太空经济的重要手段。太空对于大众而言已不再遥远，全
社会将越来越多地享受太空活动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便
利。”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空间工程部部长张兆勇说。

“面对当前商业航天活动活跃、参与单位众多的情况，中
国将在国家顶层对航天发展规划进行统筹研究。”吴艳华说。

“我们将积极营造有利于商业航天企业发展的环境。”吴
艳华表示，中国大力支持并鼓励商业企业按照国家有关的法
律法规开展航天的科研生产、试验和运营等活动，欢迎商业企
业参与国家的有关航天科研生产项目。

如何引导民营资本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相关的航天活
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文灵认为，应正确理解长
期资金与科技创新两者关系，使长期资金真正成为科技创新
企业的盟友，引导长期资金投身科技创新领域，在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同时，使各类长期资金也能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应立足国内潜力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完备的工业体系，重
视顶层制度设计，引导长期资金进入股权投资领域，在壮大科
技创新龙头企业的同时，积极培育中小科技创新企业，形成富
有活力的科技创新体系。”王文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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