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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速读
目标
到 2025 年，育成一批数字经济领域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诞生一批“瞪羚”和“独角兽”企业，建成一批国
家级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培育若干全球知名、国内领
先的数字经济经典品牌，培育形成数个优势产业集群。

聚力打造哈尔滨数字经济跨越发展核心区
合力打造哈大齐牡数字经济示范带
全力打造边境地区数字经济开放带
着力打造特色鲜明区域数字经济基地

3

发展数字经济是龙江一道必答题
系统性
《规划》共分四大板块十一个部分，尤其是在重点任务部
分，厚植科技优势、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引擎
构筑四梁八柱、培育壮大龙江数字产品制造业等 8 个方面
部署了 40 项重大任务，设置了 11 个工程专栏
《规划》从“十四五”期间的顶层设计到 20 项具体配套政策
的支持，从计算机、卫星、传感器等全产业链谋划到电子信息制
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数个产业集群打造，从 5G 网络、人工
智能算力、区块链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到完善法规制度、优化
发展环境、构建产业生态，环环紧扣、步步深入，构建了数字经
济发展新格局
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引擎
超前实施一批数字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重大工程
拓展跨越发展新路径
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智能生活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擦亮
龙江“链上农业”
“ 智能制造”
“ 数字冰雪”
“ 智慧供热”
“ 数字开
放”5 个品牌
构筑数字生活新图景
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生命体”、数字孪生城市和数字乡村
试点
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
深化数字化改革，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推进优化营商环
境“双对标”工程、健全数字经济“双清单”制度、激发数字经济
“双主体”活力

开放性
围绕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合作
围绕区域发展战略深化省际合作
围绕构筑发展新优势深化省院合作

经济开放带、特色鲜明区域数字经济基地的
“一区两带多基地”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新布
28 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 局；注重突出产业引领。着力补上数字产业
《黑龙江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以 化的短板，确定建设集成电路、传感器、智能
下简称《规划》），并请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 装备、汽车电子等 10 条数字产品制造产业链。
科技厅和省通信管理局等部门对《规划》进行
张亚中说，数字经济在黑龙江不再是一
解读。
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数字化转型已经
省发改委主任张亚中说，发布《规划》目 成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必选项，如
的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 何能答得对、答得快 ，关键在于实施好《规
遇，打好发展数字经济攻坚战，在新一轮竞争 划》。为此，我省将强化组织保障。省委省政
中赢得战略主动。发展数字经济是龙江重大 府将数字经济作为全省发展的“一号工程”，
机遇，以《规划》为引领，发挥数字经济具有高 省委省政府建立省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
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的功能，释放对 把规划纳入领导责任、工作推进、考核评价、
经济社会发展倍增作用，推动发展方式转型、 督导问责“四个体系”推进落实，建立政策清
增长动能转换，加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取 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进度清单，形成推动
得新突破。发展数字经济，我省有资源、有基 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
础、有平台、有应用场景，发展数字经济大有
我省还要优化营商环境。我省有哈工
可为、必有可为、必须为之，必须抢抓机遇，创 大、哈工程等 78 个高等院校，有中电科 49 所、
造条件，
推动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
703 所等 226 个科研院所，在数字经济领域创
张亚中介绍，我省的《规划》特点非常鲜 新能力、研发能力、引领能力较强。我省将整
明，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规划。既立足现有 合这些最好的资源、创造最佳环境、提供最优
基础，又注重面向未来。针对我省具备的产 服务，推动政策向数字经济倾斜、要素向数字
业基础和优势条件，围绕数字技术前沿和国 经济集聚、技术向数字经济外溢，推动数字经
际国内市场需求，对我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济发展。
发展方向进行前瞻布局。既要实现“无中生
我省要发挥市场作用。我省将以数字经
有”
，又要实现
“有中生优”
。
济规划为蓝图，以企业为主体，创新体制机
《规划》注重突出目标引领。提出到 2025 制，全方位开展招商引资，让企业家走进龙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江、认知龙江、投资龙江，共同描绘龙江数字
到 10%以上，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全面 经济发展的未来。
积蓄成势，实现“换道超车”；注重突出布局引
为此，我省专门出台了《支持数字经济加
领。明确了哈尔滨数字经济跨越发展核心 快发展的若干政策》，一共有 20 条，为推进《规
区、哈大齐牡数字经济示范带、边境地区数字 划》实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春英

创新性

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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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创新
着力解决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和新兴产业培育
的应用技术瓶颈问题
支撑保障农业强省、工业强省发展和生态龙
江、数字龙江、健康龙江、平安龙江等重大场景应
用
加快 5G、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基础元器
件、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在产业数字化关键环节的应用技术攻关
攻克一批制约工业软件、机器人、智能制造、
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穿戴、智慧农机、智慧农
业、绿色能源、食品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应用技
术难题
以科技研发和产业化为动力，推进全省数字
产品制造业规模倍增、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提
质增效

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引擎和新优势

发布会现场。

引导需求+加强供给推动融合转型
本 报 28 日 讯（黑 龙 江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孙
铭阳）在 2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工信厅
副厅长杜新宇介绍了数字化转型对于我省工
业振兴的重大意义，以及省委省政府准备采取
的一些措施。
杜新宇表示，
《黑龙江省“十四五”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也从引导需求和加强供给两个方面紧
锣密鼓采取具体措施推动两化融合和数字化转
型。一是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上存在的不想转、
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采取示范打样、宣传培
训、奖补支持等方式，推动企业加强转型的认识

和意识，并且确实给予财政支持。这里面就包括
培育一批大数据、5G、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融合等领域的省级和国家级试点示范、打造一批
工业互联网应用新模式、认定一批中小企业数字
化示范标杆企业、推动建设一批数字化车间和智
能工厂、实施企业上云用云工程等具体工作。二
是加快龙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支撑能力建设。
重点围绕培育壮大本地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企
业，引进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
推动国有企业的技术、平台、人才等能力溢出等
措施，
为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力支撑。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荆天旭摄

突破核心技术
打造竞争新优势
本报 28 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彭溢）
“为充分发
挥关键核心技术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基础支撑作用，
加快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省科技厅正在
制 订《黑 龙 江 省 数 字 经 济 科 技 攻 关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2-2024 年）》。”在省政府新闻办 28 日举办的《黑龙江省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黑龙江省加快数字经济发
展若干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省科技厅副厅长石兆辉进
行了相关介绍。

科技赋能数字经济

构建十大产业链
集成电路产业链
传感器产业链
高清晰新型显示产业链
可穿戴设备产业链

研读“4 本书”盯住“4 张表”
本报 28 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铭 业形成产业融合潜力；四是跟踪布局未来产业。
阳）在 28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省工信厅副厅 在此基础上形成规划中关于我省发展电子信息
长杜新宇对我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现状和发展 制造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细分领域的重点
思路措施进行了解读。
布局。
杜新宇谈到，
《黑龙江省“十四五”数字经济
杜新宇说，规划配套政策与前期先后出台的
发展规划》是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为
“十四五”发 “数字经济 20 条”以及“工业振兴 20 条”等配套政
展目标，这个目标与国家数字经济
“十四五”发展 策，形成了支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的政策体
规划和全省“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一致 系，重点围绕引进培育市场主体、延伸壮大数字
的，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产业链、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等方面给
到 10%。
予真金白银支持。当前，已经开始结合规划，围
我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存在着总体规模小、 绕全省产业振兴计划，作为全省抓的重点产业链
企业数量少、发展速度慢等问题，但也有科教资 推动落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组建了产业
源丰富、特定领域具备技术产业比较优势良好基 链工作专班，形成“4 本书”，即产业研究报告、产
础。杜新宇说，规划过程要重点把握几个原则： 业链图谱、政策措施和产业布局图，
“4 张表”即
一是省内有技术或产业基础；二是细分领域具有 重点企业表、重点项目表、重点招商企业表和关
高成长性和大市场容量；三是具备与龙江优势产 键核心技术表。

虚拟现实产业链
计算机产业链
信息通信产业链
卫星产业链
智能装备产业链
汽车电子产业链

加快设施建设完成六大发展目标
本报 28 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铭
阳）在 2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通信管理局
副局长梁作君介绍了
“十四五”
期间的建设目标。
梁作君说，本着需求导向、目标导向和“适
度超前、急用先建、建用并举”方针，持续加快黑
龙江省信息通信设施建设。重点做好以 5G、千
兆光纤网络（即“双千兆”网络）建设、大数据中
心、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IPV6 全
面应用，有针对性地提升偏远地区信息通信网
络的覆盖水平，从而为龙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
坚强有力支撑。
一是进一步提高全网互联网网间通信质
量，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二是全面建成全光网省，城乡实现千兆光
纤宽带全面覆盖。
三是加快 5G 网络规模部署。形成热点地
区多网并存、边远地区一网托底的网络格局，适

时推进异网漫游。
四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供给，创建全国一
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积极承接国家大
数据存储、容灾备份需求，全面承接东北亚、京
津冀、长三角及东北地区外溢需求，提高大数据
中心利用率，在城市内部合理布局面向行业应
用需求的边缘计算节点，提高边缘计算节点和
中心节点的协同管理能力，实现“云+边+端”高
效协同计算，满足智慧交通、智能制造、远程医
疗等行业需求。
五是加快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公共服务节
点建设。赋能智能制造应用场景，加快工业互
联网创新应用。
六是发展泛在感知物联网基础设施，畅通
物联感知“微循环”，加速推进全面感知、泛在连
接、安全可靠的物联网。推进支持固移融合、高
中低速宽窄结合的物联网协同部署。

该计划以创新赋能、开放融合、协同发展为指导原则，
聚焦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和数字产业化、工业数字化、农
业数字化和服务业数字化等四个重点应用示范领域，实施
数字经济研发能力提升、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科技型企业培育发展、打造区域创新高地、科技创新
开放合作等六项重点举措，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科技攻关机
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释放数
字红利，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为做优做
强做大龙江数字经济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力争到 2024 年，在数字经济领域建设一批省级创新平
台，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转化一批科技成果，形成一批
产品或服务，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全面提升我省数字经
济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支撑我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面向我省数字产业化需求，重点研发一批“无中生有”
、
可复制推广的数据可信治理、自然人机交互、数字化智能传
感器等前沿技术，集中优势资源，着力原始创新，打造我省
数字经济竞争新优势。
围绕我省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产业赋能需求，重点突
破一批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所亟需的感知、学习、推
理、执行技术瓶颈等共性技术，全面提升我省数字经济核心
竞争力。
面向我省产业数字化需求，解决一批数字技术与工业、
农业、服务业、寒地特色应用的领域融合交叉赋能技术，降
低数字经济技术对产业赋能的行业门槛，全面带动我省产
业升级和经济振兴。

推动数字技术应用示范
围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重大技术需求，面向数
字产业化，通过数字产业化平台建设，围绕线上生产、流通、
服务新模式，共享经济新业态，智能机器人产业化，实景三
维龙江与北斗卫星定位新应用等生产、流通、服务新模式，
建设算力平台、企业智能办公与服务平台、基于北斗卫星服
务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平台，共享经济新业态等，加力我省
数字产业化。
面向产业数字化，在工业数字化方面，围绕工业互联网
应用、工业软件研发应用、智能制造云平台等应用场景；在
农业数字化方面，围绕智能农业设备、智慧农场应用等应用
场景；在服务业数字化方面，围绕面向寒地场景的智慧民
生、数字化文旅体验、数字综合能源利用等应用场景，促进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
生新业态新模式。充分发挥科技优势，突出科技创新核心
引擎作用，为数字产业创新、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劲支
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