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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快评·

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创新实践②

今年是推进 《安徽省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 年）》的
关键一年———

算法有“毒”？ 小心大数据“杀熟”
■ 徐海

近日，一则新闻再次引发公众对大数据
“杀熟”的关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孙金云
副教授和他的团队在 5 个城市， 花费 5 万
元， 打车 800 多次得出了一份调查报告，结
论显示：使用越贵的手机，打的车可能越贵。
由此，不少网友也吐槽抱怨，用手机订同一
个酒店的房型，新用户和老用户看到的价格
不同；一些外卖平台，新用户比老用户更有
机会享受大额的优惠券……这种利用算法
进行大数据“杀熟”的做法已被更多人熟知，
并引发热议。

互联网时代，数据就是价值。 消费者浏
览的网页、搜索的关键词、购买的产品、留下
的评价等，都可以通过数据平台被商家方便
快捷获取。 商家运用云计算技术将高质量、

多维度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建立精
准的用户模型， 深入了解消费者的行为习
惯，通过精准推送、提供方便快捷的个性化
平台服务来获取利润，完成大数据变为商业
价值的华丽转身。

但是，某些平台利用数据资源进行算法
“异化”，使大数据“杀熟”成为一种新型“价
格歧视”。 当互联网企业推送同一款产品时,
利用识别出的消费者需求曲线, 制定不同的
价格， 由于不同消费者的价格信息是分割
的，彼此并不分享，造成用户之间的信息阻
隔，平台企业从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实现
自身收益最大化。 当平台越垄断，大数据“杀
熟”就更容易，反过来，大数据杀熟亦可巩固
平台垄断地位。

大数据“杀熟”乃至价格歧视，扰乱公平
公正的市场秩序，严重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商家在短期内看似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
报，但长远看是在给自己“挖坑”。 大数据“杀
熟”对企业的品牌、口碑造成恶劣影响，“杀
熟”软件也终将被用户卸载，极大地破坏消
费者对互联网经济的信任。

如何打破这种价格歧视 ？ 孙教授给出
的办法是扬招（扬手招车）。实验结果显示：
除北京外，“扬招” 是各城市打车最快的首
选。 报告表示：“能用多个平台就尽量不要
用单一平台，能不使用打车软件就不用。努
力形成打车多元生态， 延缓独家垄断时代
的到来”。

当然，促进数字经济有序发展，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 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加
强监管力度。 平台运营商是技术应用的主
体，在算法领域居于强势地位，天然的技术
壁垒使消费者对算法的违规操作茫然无措。

所以，政府应根据平台经济的行业特点制定
相应的运行规则， 引导运营商规范算法应
用。 加强平台经济信用管理，打破“算法黑
箱”，提高算法透明度，将平台经济置于公众
的监督之下。 加快互联网信息行业的法治化
进程，依法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并对违反
监管要求的平台采取惩戒措施。

从企业来说，应确立责任意识，加强行
业自律。 得不到消费者的满意，必然被市场
抛弃。 互联网企业应坚守初心，从消费者实
际需求出发， 利用数据资源和算法优势，提
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产品品质， 促进消费升
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企业在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的同时，加强行业自律，制定明确的制
度规章和处罚措施，保证对平台开发、内容
检测和软件下载等环节进行有效追溯。 消费
者也应增强个人信息保护和依法维权意识，
共同参与治理。

数据是资源，算法是工具。 规范平台经
济有序发展，需要多方参与，齐抓共管。 技术
应用只有融入商业伦理、社会价值，才能提
升用户的消费体验，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新动力。

新一轮国企改革怎么干

■ 本报记者 田婷

纵深推进改革，明确破难题“时间表”

今年 1 月，省属企业经济运行开局良好，营业总收入达 782.1
亿元、利润总额 60.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0.8%和 38%，顺利实
现首月“开门红”。

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2016 年—2020 年， 省属企业资产总
额、所有者权益、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年均增长 6.5%、11.8%、
8.6%、34.1%。 2020 年，按同比口径计算，省属企业实现营业总收
入 9228.1 亿元、同比增长 11.7%，利润总额 866.3 亿元、同比增长
12.6%，营业总收入和利润总额均创历史新高；海螺集团、铜陵有
色集团再次入围世界 500 强榜单并实现争先进位。 截至 2020 年
末，与全国省级国资监管企业相比，省属企业营业总收入和利润
总额分别居第 7 位、第 3 位。

“这既是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结果，也为进一步深化国
资国企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 ”省国资委主任李中表示。

国企改革正步入从规模速度到质量效率提速升级的新阶段。
去年底，《安徽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 年）》出
台。 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是国企改革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的重要抓手。

“我们吸收借鉴了近年来国资国企改革领域好的经验做法，
统筹运用到我省政策措施中，切实提高改革综合成效。同时，对我
省国企改革‘1+32’政策文件已明确但未完成的重点改革任务，
特别是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李中说，
通过大力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我省着力推动健全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加快打造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着力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推动国
有企业在创新引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营
效率；着力完善市场化体制机制，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推动
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

细化改革目标，体现浓厚“地方特色”

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的中心任务。

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基础上，我省对国家提出的改
革目标和要求进行了细化，从 6 个方面提出重点改革任务。 具体
来看，重点改革任务包括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大力推进
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快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
制、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

《实施方案》也体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在积极推动国有资
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方面，发挥国有企业在以“铜墙铁
壁”为代表的传统产业中的优势作用，加大国有资本向以“芯屏器
合”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以“融会观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
业布局力度，引导国有企业在“大智移云”等领域不断加大投入。
在引导国有企业积极投身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方面，建立健全长三
角国资国企联席会议制度和协作会商机制，不断拓展长三角国资
国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在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和专业
化整合方面，深化江汽集团与大众集团战略合作，支持省港航集
团启动新一轮港航资源整合。 在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方
面，到 2022 年，推动 5 户企业改制上市，省属企业控股上市公司
达到 25 户左右。在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方面，在省属企业开展三
项制度改革专项行动，力争通过三年努力，在打破“铁交椅”推动
管理人员能上能下、打破“铁饭碗”推动员工能进能出、打破“大锅
饭”推动收入能增能减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支持鼓励科技创
新方面，鼓励国有创投企业或基金建立符合规定的市场化运作机
制，在完善跟投机制前提下，探索允许采用估值报告和事后备案
制度，事前约定股权退出。

“方案注重体现我省特色，围绕服务国家和全省发展战略，结
合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形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安徽版’。”
李中说。

加强工作调度，确保重点任务落实见效

方案再好还需落实。 据省国资委有关人士介绍，我省将目标
任务细化分解，加强工作调度，完善工作推进落实和考核评估机
制，建立实时在线的三年行动方案督促督办系统；同时，在坚持正
确的改革方向前提下，赋予各地和国有企业集团公司更大改革自
主权，鼓励结合实际大胆试验探索。

对于《实施方案》中明确的 2020 年国企改革任务，省国资委
提前进行了谋划安排和推进落实，并在当年全面完成相关目标任
务，包括持续推动省属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战略合作、促进国有
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深入实施省属企业科技创新“一个意
见、两项清单”等。

2021 年，我省将确保年内 63 项重点任务落实见效。 完善中
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强董事会建设，支持董事会、经理层依法
履职；巩固马钢与宝武重组、江淮与大众战略合作的成果，全力推
动马钢集团、大众汽车（安徽）公司规划的系列项目落地落实；加
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新型基
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支持具备
条件的国有企业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
市和骨干员工持股改革；深入开展省属企业三项制度改革专项行
动，加快完善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同时，我省还将建
立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切实加强省属企业领
导人员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2021 年是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关键一年，我们要不断
推进改革重要领域、 关键环节和重点举措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
全面完成三年改革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李中说。

■ 本报记者 吴量亮

“无中生有”，让铝里“长”陶瓷，集铝、陶瓷两种材料优势于一身的新材料，“身轻如燕”却“力大无穷”。
陶铝新材料，技术源自上海交通大学，产业化落在淮北市。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有关各方大力合作、支持下，淮北市不断推进与上海交通大

学、均瑶集团等长三角区域高校、企业的合作，构建并不断完善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用户、基金“六位一体”合作机制。自 2013 年在淮北市落地
以来，陶铝新材料在基础研发、成果转化及产业发展方面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创新的重要领域，跻身我国在国际上“并跑领跑”
的重要科技创新成果之列。

乘势而上，淮北市正积极打造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陶铝新材料产业基地，长三角合作创新有望结出更多硕果。

从基础科学研究“
最先一公里”入手，让原
始创新产出更多成果

陶瓷比钢铁硬很多 ，但很脆 ，一摔
就碎；铝是常用轻金属，但很软，一掰就
弯。 如何让二者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合
二为一？ 上海交大科学家运用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 、世界独一无二的 “原位自生
技术”，让铝里“长”出陶瓷。 这种方法造
出的陶铝新材料强度高 、韧性好 ，其比
强度和比刚度甚至超过了 “太空金属”
钛合金。

“陶铝新材料研究成果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发达国家 30 多年的
相关技术封锁， 并树立了我国在该领域
的独特优势。 ”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院有
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材料学术名
全称为 “熔体控制原位自生纳米陶瓷颗
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是以上海交通大
学王浩伟教授团队等为代表的五代材料
人，历经 30 年研发成功的一种全新复合
材料，具有高刚度、高强度、高抗疲劳、高
阻尼、耐高温、低膨胀、低密度等诸多优
异性能，在军工、航天、航空、民用等领域
有着广泛应用空间。

基础科学研究是创新的 “最先一公
里”， 如何让这项原始创新产出更多成
果，发挥应有价值？

2013 年初，淮北市政府赴上海招商，
在了解并确认陶铝新材料确系一种领先
的基础材料后， 第一时间与上海交大校
方及王浩伟科研团队接触洽谈， 承接陶
铝新材料落地淮北， 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及产业化发展。

双方很快达成合作意见， 当年便合
作成立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从
事陶铝新材料的原材料生产及军品应用
生产。2017 年，双方在淮北成立上海交大
安徽（淮北）陶铝新材料研究院，专司基
础研发及课题研发； 同时引入均瑶集团
参股，与淮北市政府、上海交大、相邦公
司等，四方共同出资，成立安徽陶铝新材
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门从事陶铝新材
料应用推广及产业化发展。 政产学研用
金“六方合作”推进陶铝新材料发展，效
果逐步显现。

“发展陶铝新材料产业，是淮北市积
极破除煤炭产业单一形成的发展瓶颈，
不断寻求替代产业， 推动产业发展转型
的积极行动和创新实践， 正为淮北转型
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淮北市陶铝办副主
任周宇说。

从关键核心技术“断点卡点”入手，推进研发突破产品创新

陶铝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陶铝地板
支撑梁、 陶铝内燃机活塞……2 月 7 日，
在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展厅，
记者看到， 陶铝新材料在军工、 航空、航
天、汽车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已
经展开，有关各方深化合作合力推进产品
研发创新。

“这个是C919大飞机陶铝地板支撑梁，
陶铝型材在关键性能指标上均领先于国外

最先进的美国铝锂合金， 比铝锂合金减重
7%—12%，较碳纤维减重5%—8%。 ”安徽陶
铝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用
陶铝新材料3D打印制造的航空发动机风扇
叶片，相当于钛合金叶片空心率为60%的效
果。 目前正在重点攻关陶铝板材，陶铝大飞
机蒙皮可使抗疲劳性能提高30%，年内将实
现装机试飞。 用于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主
承力大通梁、桁条、蒙皮和贮箱等航天主材

研制，可实现大幅减重，增大载荷。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断点卡点”，是

推进产品研发创新的关键。
为推进陶铝新材料技术创新、产品创

新，我省将陶铝新材料列入全省力求率先
突破项目之一。淮北市积极建设陶铝新材
料安徽省技术创新中心，现已通过专家验
收，并正在加快创建国家铝基材料及制品
检验检测中心。 依托上海交大安徽（淮北）
陶铝研究院，先后建成院士工作站、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安徽省铝基复合材料工程
研究中心等技术创新平台。淮北市建投集
团投资 15 亿元， 正在建设总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大数据
中心、科技孵化、人才公寓等功能为一体
的淮北市科创中心。这里将成为陶铝新材
料产业发展的重要科创基地。

研发创新不断突破。 在航天领域，陶
铝新材料已经用于天宫一号、 天宫二号、
量子卫星、气象卫星等关键部件，翱翔太
空之上。 在军工领域，陶铝新材料实现了
部分产品的成功运用，并且突破了一项产
品的“卡脖子”技术。 在航空方面，采用陶
铝新材料研制的多个 C919 大飞机的飞机
部件将陆续实现装机试飞或装机试验。在
民用领域，汽车活塞、汽车轻量化、高铁应
用等方面，已实现较好的前期应用拓展。

皖沪携手，构建并不断完善“政产学研用金”合作机制，共
促陶铝新材料产业在淮北市“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打造有影响力的“长板”优势产业

荨 在位于淮北市的安徽相邦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活塞生产线， 工程师在测量产
品尺寸。 本报通讯员 陈文骁 摄

从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入手，精准定位市场推动产业化

“陶铝活塞主要性能指标领先国际最
先进活塞 10%以上，打破高端活塞受制于
人的局面，实现特种装备发动机活塞完全
自主批量化生产。 ”陶铝新材料研究院科
研人员介绍， 装配陶铝活塞的内燃机，尾
气烟度指标下降 43%、排放减少 31%、油耗
下降 2%—5%， 大大提升经济社会效益。
“若在发动机更多零部件上使用陶铝新材
料，将推动我国发动机实现换道超车。 ”

成果转化是创新的“最后一公里”。为
培育、发展陶铝新材料产业，我省批准建
设“淮北市陶铝新材料和铝基高端金属材
料重大新兴产业基地”。淮北市出台《支持
陶铝新材料产业发展若干政策（试行）》等
文件， 设立了总规模 20 亿元的陶铝产业
发展基金，在资金、项目落地、科技研发等
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积极推动与宝武集
团、中国商飞、均瑶集团等国内知名央企、

民企的合作，加快产业化发展步伐。
精准把握市场需求，通过不断的技术

创新、工艺优化和设备改造，“材料研发—
应用开发—产业化生产”一体化的陶铝新
材料产业链在淮北市正逐渐形成，这些都
为陶铝新材料大规模应用和推广提供了
强力保障。

在淮北高新区龙湖工业园区， 占地
138 亩的陶铝产业园一期已经建成投产，
占地 130 亩的二期正顺利推进。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陶铝产业园二期主要有安徽陶
铝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二期）、安徽相腾
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建有 16 条全自动活
塞生产线和 2 条汽车轻量化零部件生产
线，达产后可实现年产 500 万只陶铝高性
能活塞、汽车零部件 150 万套。

极富发展前景的陶铝新材料产业在
淮北市“落地生根”，不断“开枝散叶”。

“如今，在民用领域应用已打下良好
基础的前提下， 陶铝新材料在汽车轻量
化、高铁、内燃机、海工装备等方面的应用
将会不断深入拓展，大规模产业化发展的
爆发式增长已经为期不远。 ”周宇说，期待
陶铝新材料产业成为长三角乃至中国的
“长板”优势产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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