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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25 日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
办公室获悉，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提名工作已结束，共收到有关单位和专家
提名的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 333项，国家
技术发明奖项目 33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项目 1135 项。记者注意到，在国家
科技奖创新团队奖评选中，钟南山呼吸疾
病防控创新团队获得提名。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介绍，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
规定，对形式审查合格予以受理的 330项
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259 项国家技术发
明奖通用项目以及 934 项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通用项目，在科技部网站和奖励办
网站同时公布，对形式审查合格予以受理
的 67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专用项目、183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专用项目在一定范
围内公布。

同时，对形式审查不合格项目 19项不
予受理，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3项，国家技
术发明奖4项（通用项目），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12项（通用项目）。提名单位撤回提名
9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3项（通用项目），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6项（通用项目）。

记者注意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
提名的项目“中医药文献传承创新模式研
究与应用”，以及“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提名的项目“广适性骨干亲本 Y58S
创制与超级稻新品种选育”等，均被提名
为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国工程院
院士李兰娟和魏于全等人提名的项目“铁
稳态代谢的分子调控网络”等被提名为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国家科技奖创
新团队奖评选中，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
新团队获得提名。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表示，
自受理项目公布之日起 30 日内，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对公布项目的创新性、先进
性、实用性及提名材料真实性和项目主要
完成人、主要完成单位持有异议的，应当
以书面方式向国家奖励办提出，并提供必
要的证明材料。 据《北京晚报》报道

钟南山团队获国家科技奖提名
屠呦呦、袁隆平、李兰娟等提名的项目均入围国家科技进步奖

订单情况怎样？

数码印花机智能印染，机械手有序
衔接……宁波申洲国际园区厂房内，一
件件服装“整装待发”。

申洲为耐克、阿迪达斯等众多知名
品牌做代工，是国内最大的服装加工制
造企业。疫情发生以来，凭借从纱线、面
料、辅料到制衣全供应链的“硬核”掌控
能力，申洲有序复产，目前产能已完全恢
复，宁波工厂日产服装达 80 万件。公司
董事长马建荣说，订单交付没有问题，接
单并没有缩减。

在中国制造庞大的“阵营”中，一些
企业凭借供应链的掌控力迅速达产，化
解风险。也有一些行业、企业面临着不
小的压力。

2019 年 12 月，我国制造业新订单指
数为 51.2％；2020 年 1 月为 51.4％；2 月，
这一数字明显回落。一边是前期订单的
交付，一边是新增订单的把握，企业要复
工，更要满产、达产。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龙头制造
企业，受国外部分门店关闭影响，订单出
现延期风险；国内中小企业，特别是外向
型中小制造企业则更多面临来自供应链
的压力。

湖北是全球重要的汽车零部件生产
供应基地，湖北一度停工让不少整车企
业感到压力。据不完全统计，多家汽车
企业部分车型生产线受到影响。

“我们组织梳理了国内 7000 余家全
球产业链核心配套中小企业，联合相关
地方、部门重点服务，全力推进，也在积
极寻找可替代供应商。”工信部有关负责
人说。

复产复工有序有力推进，随着产业
链各个环节逐步打通，困难正逐步解决。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除湖北外
的规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超 95％，中
小企业开工率约 60％。截至 3 月 12 日，
除湖北外，全国六成的制造业重点外资
企业复产率达 70％以上。

“3 月以来，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经营
逐步正常，订单完成情况在好转，企业信
心在恢复。”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副司长吴
红亮说。

是否会带来产业转移？

有外媒报道，疫情对我国全产业链
产生影响。疫情发生后，也有声音开始

担心，企业会加速将工厂迁移到海外。
“疫情的影响主要是生产的临时受

挫或延迟，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没有受
到破坏。不能因短时个别订单转移而简
单下结论。”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政策法规
研究所所长栾群说。

不可否认，近年来，一些国际品牌、
本土制造企业等选择在东南亚建厂，这
是企业从自身考量的多元化布局，不能
简单理解为转移。

专家认为，制造业是一个体系，多个
环节纵横交错。这种体系的复杂性决定
了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供应链需要很
长时间，而一旦建立起来就具有黏性。
中国制造长期积累而成的基础不会因短
时波动受到影响。

全球每卖 4 件泳衣就有 1 件产自辽
宁兴城，河南稍岗镇生产了全世界超过
一半的钢卷尺，“皮革之乡”海宁、“国际
袜都”大唐……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有不
少看似“不起眼”的制造业小城，它们作
为供应链体系中的一个个节点，共同撑
起了中国制造。

中国是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部分，
也是很多全球供应链的中心。把一家工
厂转走也许不难，但把生态体系转走却
绝非易事。

多位大型制造企业负责人均表示，
在供应链的配套以及生产的协同和效率
上，东南亚和国内仍有较大差距。虽然
疫情会带来影响，但其他国家和地区并
不会因此而具备承接制造生态的能力。

此外，中国也是众多商品的最大消费
国，市场的需求在，就会孕育更多生机。

疫情带来哪些启示？

一场疫情如同一次大考。经受
了压力与挑战，中国制造也在反
思。

供 应 链 的 安 全 至 关 重 要 。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全球供
应链体系不断扩展，供应链能
否处于优势地位是衡量一国竞
争力的重要指标。

疫情发生以来，国内众多服
装、电子、汽车企业能够迅速转产
口罩，靠的是稳定而灵活的供应
链。未来更好应对风险挑战，抓住机
遇，也需要强大的供应链。

“我们牵头组建产业链协同复工复
产工作组，就是为了保障供应链的稳定

复产。”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记者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正从提

升供应链安全、产业安全的角度，制定相
应的政策，着力保障重要原材料、零部件
和主要设备供给，推动协同发展，维护全
球供应链安全和稳定。

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疫情会‘逼
迫’一些企业提升风险意识，更加注重练
内功。”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
说，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与流程，加大企
业运营的信息化与数字化，坚定走智能
制造路线是不二选择。

近期，中央和相关部门、地方有关恢
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中，“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一词频繁出现。工信部发布
关于推动 5G加快发展的通知，提速 5G网
络建设，培育新型生态。

一系列旨在发力于科技前端、筑牢
数字基础的举措，目的就是通过数字化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制造与消费、金融等各环节紧密相
关。确保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经济社会
各环节也要协同。

加大“新基建”的同时，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 23 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
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的实施意见》，特别提出构建“智能＋”消
费生态体系，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筑牢基础、畅通循环、加强融合，中国
制造方能注入更多力量。”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辛勇飞说。

新华社电

疫情之下“世界工厂”还好吗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第一时
间共享新冠病毒基因组信息、搭建相
关数据和科研成果共享平台、开展疫
苗研发的国际合作……科技部副部
长徐南平 26 日说，同舟共济、合作共
享贯穿着中国抗疫科技攻关的全过
程。

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布会上，徐南平表示，在疫情防控科
技攻关中，中国科技界及时与全球共
享科学数据、技术成果和防控策略，未
来还将继续与各国深入开展疫情防
控、患者救治、基础研究等科技攻关合
作交流，为全球抗疫提供坚实的科技
支撑。

据介绍，1月 11日，中国科学家第
一时间分离鉴定出病毒毒株并向世界
卫生组织共享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为全球科学家展开药物、疫苗、诊断研
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国科技界还紧急搭建“全球冠
状病毒组学数据共享与分析系统”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资源库”两个平
台，截至 3 月 25 日，后者已为 152 个
国家和地区的 7.6 万余访客提供了数
据服务，下载文件超过 400 万份。

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科技界围
绕有效药物研发和临床救治做了大量
工作，初步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方案，
并毫无保留地与其他国家分享这个成
果。

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张新民说，
在药物筛选研发方面，我国向世界公
开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及药物筛选结
果，法匹拉韦、恢复期血浆、中药等重
点药物已向发生疫情的相关国家提
供。

在疫苗研发方面，我国积极倡导
全球合作。目前，国内同步推进的 5
条疫苗研发技术路线均对外开放，分
别与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开展合作。

我国研发的多种新冠病毒检测试
剂已正式取得进入欧盟市场的资质。
我国不仅捐赠了一批试剂，也已经开
始向意大利、英国、荷兰等十余个国家
供货。

此外，中国科学家与国际同行通
过频繁深入的交流，进行技术合作研
究和技术服务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搭建的“防控新冠
肺炎科研成果共享交流平台”，目前已
有 99种期刊上线，论文和报告共超过
700 多篇。同期，在《柳叶刀》《新英格
兰杂志》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中国
科学家发表了 54篇论文，供全球同行
交流。

中国科研提供
抗疫硬核力量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很多领域都受到影响。中国制造也经历了不少波动。
一边是大量企业迅速转产、复工复产的“硬核”操作，一边也有部分企业难以达产，存

在订单交付的风险。随着海外疫情的蔓延，不少外向型制造企业感到压力。
疫情之下，“世界工厂”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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