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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理论与实践】

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问题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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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前，黄河流域产业结构与增长质量存在政策与资金驱动力不足、高端技术人才缺乏、城市群间发展水平

差异显著、功能定位模糊以及产业层次结构偏低等问题，缺乏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技术驱动型增长。 基于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背景以及经济发展现状，黄河流域需要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体系，重塑黄河流域经济高
质量增长的新动能。 应加强政策资金配套与人才资源集聚，提升城市群联动发展与定位功能特区，建立战略性新
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联动发展机制，恢复航运、陆运与空运交通一体化的实现路径，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成
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黄河流域实现生态保护约束下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原动力，实现产业新旧动
能实质转变，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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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 十四五”
时期的重要发展方针，然而，黄河流域面临产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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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⑥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 五 年 远 景 目 标 的 建 议》 指

低、创新驱动水平差等问题，亟须加强创新走廊建

出，要以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高企

设，转 换 产 业 新 旧 动 能， 推 动 经 济 实 现 高 质 量 增

业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机制，塑造发展优势的发

长 ① ，同时，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应以生态保护为前
提，推动城市群要素联动共享为发展逻辑 ② ，构建功
能分区的“ 核心—边缘” 城市群，实现黄河流域空间
网络形成与协同治理 ③ ，加强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区

展方向，同时提出“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一批
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长引擎” 。 据此，黄河流域亟须构建战略性新兴产
业创新协调体系与共生系统，改变传统的依靠制造

域分工与协同发展，为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与

业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格局，推动黄河流域区内与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

区外协调发展、产业上游与下游协同创新、产业动能

过的《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发生实质性转变，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经济实现高

可持续发展提供原动力 ④ 。

（２０２０） 明确指出，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黄河
流域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⑤ 同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质量增长。
一、黄河流域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适应性条件

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 （ 发改
高技〔２０２０〕 １４０９ 号） 提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重

点领 域， 加 速 产 业 动 能 转 换， 实 现 经 济 高 质 量 增

１．内部条件

黄河流域现有制造业呈现出粗放型、 高污染的

特征，产业支撑、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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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⑦ ，因此，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系统是实

对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

径。 黄河 流 域 构 建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并 非 “ 空 中 楼

信息技术） 发展的具体要求。 因此，黄河流域应抓

现以生态保护为前提的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路
阁” ，流域内现有制造业主要以能源与原材料、交通
运输设备、电子信息、医疗制药、有色金属等基础产
业为主，且占黄河流域 ＧＤＰ 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
势。 在基础产业方面，黄河流域的基础制造业可为
流域内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有效支撑，为其提
供充足的基础原材料与战略资源。 在高新技术产业
方面，黄河流域拥有通信设备、仪器仪表、高端装备
和专用设备等高技术制造业，个性化的高新技术产
业能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提供所需的基础设备
与技术支撑。 基础制造与高技术制造差异化的产业
分布有利于深化黄河流域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

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生物产业以及新一代
住契机、协同发展，在“ 十四五” 时期，因地制宜地构
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实现生
态保护下的经济高质量增长，共创新时代的“ 黄河
大合唱” 。

二、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１．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

为了分析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体

系的构建情况，本文统计了黄河流域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下称 Ｒ＆Ｄ） 投入、有效发明专
利数、技术市场成交额等数据，分析黄河流域构建战

工，从而有效驱动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构建。

略性新兴产业的先决条件。

校，理科、工科、生物与医学等重点学科培养了众多

性新兴产业的构建离不开“ 资金” 与“ 技术” 的共同

在高端人才方面，黄河流域共有 ９ 所 “ 双一流” 高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但流域内由于缺乏高科技
支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致使人才流失严重，未做到
“ 自产自销” “ 人尽其用” 。 因此，立足现有产业格局
以及高端人才现状，黄河流域拥有建设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基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重塑
经济增长动能，实现黄河流域内部经济的绿色高质
量增长。 ⑧

２．外部条件

（１） 黄河流域 Ｒ＆Ｄ 投入情况。 黄河流域战略

支持，利用黄河流域 Ｒ＆Ｄ 经费投入反映“ 资金” 投
入情况，Ｒ＆Ｄ 有效发明专利数反映 “ 技术” 支持情
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域 Ｒ＆Ｄ

投入占全国的比重为 ２３％左右，其中，山东、河南与
四川 Ｒ＆Ｄ 投入位居前三，且这三个省份 Ｒ＆Ｄ 投入
总量较上年显著上升，陕西、山西与内蒙古位于第二
梯队，Ｒ＆Ｄ 投入规模与总量稳中有进，甘肃、宁夏与

青海 Ｒ＆Ｄ 投入虽有小幅波动，但总体呈现平稳上升
的趋势。 因此，山东、河南等省份应发挥引领作用，

黄河流域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在必行。

为黄河流域高新技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协调流域

经济总量占比下降，质量降低，倒逼黄河流域转换经

内各省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帮助各省份明确

济增长引擎，实现由要素投入的制造业推动向技术

其功能定位；陕西、山西与内蒙古等省份发挥好承接

投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驱动转变。 从国家政策层面

作用，积极构建联动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甘

来看，《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肃、宁夏与青海打牢产业基础，推动黄河流域战略性

以及《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新兴产业发展。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明

（２） 黄河流域 Ｒ＆Ｄ 有效发明专利数情况。 国

确指出，黄河流域要以生态保护为约束条件，构建战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黄河流域规模以上企业有效发

略性新兴产业，转换经济增长动能，实现环境保护下

明专利数近年来呈现累积上涨的趋势，２０１１ 年仅有

的高质量增长。 从地方政府政策层面来看，黄河流
域上中下游各地方政府针对自身情况，结合国家政
策，在“ 十四五” 时期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差
异性政策。 国家与地方政府分别从宏观产业动能转

２６２６５ 件，到 ２０１９ 年，已增至 １７７６３３ 件，约为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８ 倍，占全国的比重也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３．０６％增
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４．５８％。 其中，山东、河南等黄河流域
下游省份有效发明专利数高于中上游省份，应作为

换、中观行业生产网络重构和微观企业价值链重塑

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地区，陕西、山

层面对黄河流域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新要求，

西等黄河流域中游省份又显著高于上游省份，以此

实现产业动能转换、行业前后关联、企业同频联动是

形成了三个梯队。 依靠黄河流域的差异化优势构建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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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更加明

动进程缓慢且协调性差，先前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

确上中下游不同区域的产业定位，实现黄河流域的
协同发展， 有 利 于 形 成 “ １ ＋ １ ＋ １ ＞ ３ ” 的 互 利 共 生

体的资金支持模式难以支撑黄河流域构建战略性新

系统。

（３） 黄河流域技术市场成交额情况。 黄河流域

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有力的技术市场支撑。 国

兴产业，黄河流域尚未具备满足协同发展需求的政
策资金池，对流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发展
无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２） 缺乏构建战略性 新 兴 产 业 的 高 端 技 术 人

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黄河流域技术市场成交额近

才。 为了解黄河流域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人才资

年来呈现大幅上涨趋势，２０１１ 年黄河流域技术市场

源情况，本 文 统 计 了 黄 河 流 域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增至 ４３７３．６３ 亿元，约为 ２０１１ 年的７．７倍，占全国的

年来黄河流域 Ｒ＆Ｄ 人员流失严重，不能够较好地支

成交额为 ５６６．９１ 亿元，到 ２０１９ 年，技术市场成交额
比重也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３％增至２０１９年的２０％。 其中，
陕西、四川和山东位于第一梯队，２０１９ 年技术市场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数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
撑黄河流域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 近年来，黄河流
域 Ｒ＆Ｄ 人员总量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Ｕ” 形态势，即

成交额分别为 １４６７．３５ 亿元、１２１１．９５ 亿元和１１１０．０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呈现上升趋势，

肃和山西位于第二梯队，２０１９ 年技术市场成交额分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呈现下降的态势，说明黄河流域

亿元，均突破 １０００ 亿元，领先于其他省份；河南、甘
别为 ２３１． ８９ 亿元、１９６． ４２ 亿元和１０９．５２ 亿元，均在

１００ 亿元和 ３００ 亿元之间；内蒙古、宁夏和青海位于
第三梯队，２０１９ 年技术市场成交额分别为 ２２．４８ 亿
元、１４．９ 亿元和 ９． １ 亿元， 均在 １００ 亿元以下。 因
此，黄河流域技术市场成交额整体上呈现大幅上涨
趋势，但局部存在显著差异，黄河流域应利用技术市

但在 ２０１６ 年 出 现 拐 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 黄 河 流 域
高端人才已出现流失，“ 孔雀东南飞” 的现象较为严
重。 黄河流域未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对高端人才的
扶持不足、缺乏匹配的政策推动区域内部人才安家
落户等，都是导致“ 孔雀东南飞” 现象进一步加剧的
现实原因。

（３） 流域城市群间联动发展水平差异显著。 黄

场异质性优势以及区位优势，将陕西、四川、山东与

河流域城市群间的联动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高质

河南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的核心技术腹地，推

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从黄河流域的地理位置上

动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构建。

看，中部地区有关中平原和山西中部城市群，西部地

对黄河流域 Ｒ＆Ｄ 投入、有效发明专利数以及技

区有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和呼包鄂榆城市群，东部

术市场成交额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可见，三者均呈现

地区有中原城市群以及山东半岛城市群。 黄河流域

上涨态势，为黄河流域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

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呈现中部地区低，

良好的先决条件。

２．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问题

东西部地区高的“ Ｓ 型” 特征，区域发展显著不均衡，
且黄河流域核心城市群内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滞后，引擎动力不足，未能构

呈现明显的“ 中心—外围” 格局，核心城市多分布于

建完善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体系，实现跨越

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其高质量发展程度明显高

式高质量的增长。 形成这种现状既有历史的原因，

于中上游地区。 此外，在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方面，黄

亦有黄河流域的主观原因。 黄河流域构建战略性新

河流域城市群之间缺乏联动性，核心城市的辐射带

兴产业协同创新体系的阻碍与问题，具体包括以下

动能力较弱，城市群间缺乏互利共赢的耦合发展体

五个方面。

制机制。

年，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与高质量发展被纳入国家重

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集中性较强，但多为粗放型、高污

大战略，黄河流域亟须转换经济发展引擎，重塑战略

染、高耗水的制造业；从单个城市群来看，各城市群

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动能，突破价值链低端锁

内部产业结构不均衡，趋同性严重。 黄河流域上游

定的陷阱。 然而，现有的政策支持无法覆盖黄河流

地区产业以煤化工、冶金、发电产业为主，结构单一

域产业动能转换的全局，现有的资金也无法满足高

失衡，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大，极化效应强；中游

质量增长的全部成本。 此外，由于黄河流域政策推

地区的传统产业比重大，如农业、畜牧业等，要素资

（１） 政策、资金驱动力不足。 “ 十四五” 开局之

３２

（４） 城市群的功能定位模糊。 从整体上看，黄

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问题研究

源效率配置低；下游地区产业分散，人口和产业承载

动能转换的必要条件，是重塑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

能力弱。 在城市群定位方面，黄河流域各城市群缺

增长的重要引擎。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使得黄河

乏对上中下游城市群的明确定位与功能设定，尚未

流域经济增长由依靠要素投入的传统制造业向技术

形成支撑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结构体

投入的新兴“ 智造业” 转变，实现企业价值链攀升，

系，缺乏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城市群。

产业附加值提高。 黄河流域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５） 战略性新兴产业层次结构偏低。 通过对黄

业，才是实现黄河流域弯道超车的捷径。 黄河流域

河流域产业规模、产业类型与产业集聚程度的研究

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区域内部产业价值链重

发现，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高污染与

塑、生产方式重构、新型产业体系创建、新型发展模

高能耗的制造业，黄河流域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

式形成，使得流域内新旧产业动能发生实质转变，推

集型产业为主体，产业集聚程度较低、协调性差、联

动黄河流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增长。

动性弱、同质化严重，缺乏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

黄河流域各城市利用其研发投入与技术资本优

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致使黄河流域经济增长动力

势整合流域内资源，构建价值链高端的战略性新兴

不足。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缺乏新动能，低效率的制

产业。 黄河流域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实现生态保

造业占据产业主体，高质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尚未

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捷径，有

形成，缺乏重塑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战略性

利于推动形成诸多流域经济中具有自身特色的“ 核

新兴产业协同创新体系。
三、黄河流域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必要性诠释
１．有利于黄河流域实现经济增长

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系统有利于黄河

心竞争力” ，因此，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黄河流域
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要条件，基于上述分析，黄河流
域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势在必行。

３．有利于重构黄河流域高质量增长的生产网络

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是打破黄河流域价值链低

流域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也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

端锁定状态的内在驱动力，能够有效解决黄河流域

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 黄河流域协同创新与

生产分割以及生产网络滞后的问题，使传统制造业

联动发展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区域内外的协同

向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转变，构建以新一代信息

创新与联动。 区域内外的协同创新与联动有利于明

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生物产业为核

确区内上中下游的功能定位，推动区内实现协作共

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系统，形成战略性新

赢式发展，区外联动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

兴产业内同频联动、产业间上下联动以及流域内外

粤港澳大湾区与长江经济带，统一黄河流域内外的

联动的动态发展机制，重构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

发展目标，学习区外地区先进经验，发挥差异化优

长的动态生产网络，实现“ 双碳” 战略（ 碳达峰、碳中

势，实现弯道超越。 二是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与联

和） 和生态保护下的经济高质量增长。

动。 黄河流域上游省份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的

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同频联动生产网络的构

基地，中游省份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 ７ 个具体产

建与形成，标志着黄河流域经济增长动能的根本改

产业提供技术支撑，使得黄河流域构建内部循环经

“ 旧” 动能。 黄河流域有目的、有选择、有规划、分区

业） 的主体，下游省份为黄河流域构建战略性新兴
济，完善区内价值链与生产网络体系，形成新的产业

变，技术推动型产业“ 新” 动能替代要素投入型产业
域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绿色

链与生产格局。 三是政策支持协同。 黄河流域内多

高质量与高效率并存的发展机制，有效促进企业价

省协同合作，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具有

值链位置攀升，改变原有的生产网络碎片化、分散化

连续性。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占优策

的格局，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动态生产

略为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体系做支撑，提
高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推动实现产业新
旧动能的实质转变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２．为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新动能

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构建，是产业新旧

网络，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 催化剂” 。

４．是“ 十四五” 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远景目

标在黄河流域的具体体现

黄河流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离不开政策的支
持，黄河流域也积极响应“ 十四五” 时期国民经济和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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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远景目标。 为此，区域内各个省份均针对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人才资源的共同支持。 政策资金配套方面，一是增
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降低税费，同时，加大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了发

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奖励。 战略性新兴产业可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与政策，旨在构建战略性

以具体分为新材料与高端装备制造战略基础产业，

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系统，改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实现

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生物产业主体产业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条件下的集约式经济增长，摆脱

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三个类别，设置不同的准

传统制造业的束缚。

入门槛、评价机制与奖励办法；二是设立战略性新兴

对黄河流域各省份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内

产业协同发展的共有资金池，协调现金流动性，支撑

容进行梳理发现，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对战略性新兴

黄河流域不同省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构建；三是加

产业发展的布局存在差异，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制

大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土地供给，完善与简化

造业、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

产业用地审批流程，精准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汽车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的发展，旨在提高企
业价值链、产品附加值以及改变产业新旧动能。 此

此外， 在人才集聚方面， 黄河流域内部结合 “ 双一
流” 高校理科、工科、医学与生物学科优势，培养战

外，黄河流域各省份制定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外部引进高端人才，使得人才内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外互动，形成产、学、研联动发展推动黄河流域战略

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行描述，黄河流域各省

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协同创新体系，谱写黄河流域新

份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分类提出重点发展的产业。

的篇章，再创黄河流域新的辉煌。
２．城市联动发展 ＋定位功能特区的实践路径

黄河流域上游，包括青海、宁夏、四川以及甘肃四个
省份，主要发展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新

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可以通过城市联

能源产业；黄河流域中游，包括内蒙古、陕西以及山

动发展与定位功能特区进行实践，黄河流域城市群

西三个省份，主要发展生物产业、节能环保以及新能

联动发展具体包括：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平原、晋

源汽车产业；黄河流域下游，包括河南和山东两个省
份，主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支撑各产业发展

中、呼包鄂榆、宁夏沿黄以及兰西等 ７ 个城市群，核
心城市分别为济南和青岛、郑州、西安、太原、呼和浩

的核心技术。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雁阵式产业集

特、银川以及兰州和西宁，各地级市与县级市围绕核

群，将在“ 十四五” 期末，出现产业结构拐点，战略性

心城市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产业链具体

新兴产业成为支撑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使

环节，包括生产基地、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等。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按照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区域划分，确定城市群的

因此，应将黄河流域作为有机的整体进行布局，

具体功能，建议将上游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地，

将黄河流域上游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基地，

中游作为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体，下游为

为产业集聚和产业协同创新提供重要的战略资源；

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各城

中游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体，打造价值链高端

市群根据所在区域承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具体

的产业集聚；下游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支撑，
以“ 山东 ＋河南” 的产业动能转换经验，复制于黄河

任务，安排具体的生产环节，实现城市群内县级市、

流域上游与中游，实现上中下游区内协同发展与融

略性新兴产业联动，黄河流域与其他流域经济协同

合共生，突破原有企业价值链低端锁定、非对称、不

高质量发展，快速且高效地构建完整的战略性新兴

均衡的发展状态，构建属于黄河流域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协同创新系统，创造属于黄河流域自身的“ 核

产业生产网络新格局。
四、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驱动经济
高质量增长的实践路径
１．政策资金配套 ＋人才资源集聚的实践路径
３４

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需要政策资金与

地级市与核心城市的联动，城市群间上中下游的战

心竞争力” 。

３．战略性新兴产业创建 ＋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实践路径

黄河流域通过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优化传统
制造业的方式，重塑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动能。 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建方面，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分别

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问题研究

对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

设。 通过大幅提高海陆空交通网络密集度，构建流

汽车、生物产业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进行布

域内多条交通线路，时间维度上实现“ 朝发夕至” 的

局与任务分工，完善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基地、

新格局，空间维度上实现航运、陆运、空运交通一体

经营销售、核心技术、销售服务等环节的完备的产业

化的联动发展。 黄河流域应构建完备的交通物流体

链，匹配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城市群发展方向与功能

系，支撑黄河流域高新技术科技型企业间的联系，重

定位。 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分类管理，对高度污染的

塑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动能，使得黄河流

企业进行关闭处理，对中度污染的企业转型处理，对

域高质量发展的后劲更足。

低污染的企业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劳动密集
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占比双降低。 构建战略性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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