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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强国梦是从体育开始的。

而强国梦的最终实现则必然是以经济的强大为基础的。

从 1984年许海峰在美国洛杉矶第 23 届奥运会的射击
赛场上夺得中国人在奥运会史的第一块金牌，到中国体育代

表队在 2008年北京第 29届奥运会上获得 51枚金牌，中国
体育用 24年的时间，登上全球体育金牌榜的榜首。
和中国体育一样，从市场经济的建立开始，中国企业就

已经全面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奥运会”中来。同时，中国经济

也创造一项又一项的世界第一，积蓄着超越的力量。并且在

这连续的量变当中，酝酿着质变的力量。

遍布全球的中国制造

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更多是源于对中国产品的认知。

对于陌生国度的人们，“中国制造”的产品是他们最初认识中

国的媒介。随着更多的“中国制造”产品进入全球市场，中国

在世界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增长。

据有关方面统计，在中国生产的 500多种工业产品中，
有一半以上产品的产量，中国已经占据了世界第一。2005年，
美国人萨拉·邦焦尔尼一家进行了一场没有“中国制造”的试

验，一年下来，结果发现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是一塌糊涂

的。

这场试验的结果表明，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加入世贸组

织，中国经济已经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

中。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到 2009年，中国以出口总值 12016.7亿美元的数量，超
出德国的 11700亿美元，由一个曾经产品严重短缺的国家一
跃变成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而在 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首
度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

为 19.8%，领先美国 0.4个百分点。这表明，被称为“世界工
厂”的中国正在从多个单项第一，逐步发展成为综合全能型

“冠军”。

中国创造的战略突破

2010年 12月 3日，由中国南车集团研制的“和谐号”
380粤新一代高速动车组以最高时速达到 486援1公里刷新了
世界纪录；而据铁道部有关专家介绍，目前中国高铁的最高

实验速度已经超过 520公里。
与数量和规模上的世界第一不同，中国高铁创出的世界

第一速度，从一个点上反映了中国企业在技术创造领域的跟

随、追赶到超越的过程。

毋庸讳言，中国在数量和规模上众多世界第一，是靠庞

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以及庞大的劳动力数量创造的。这是其他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的优势。但也正因如此，这些世界第

一的含金量并不高。中国要在世界经济大格局中建立稳固的

地位，就必须在产业链的高端建立自己的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所创造的世

界第一，要远比在数量和规模上所创造的世界第一，有着更

高的含金量和深远意义。事实上，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在多个

领域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取得相应

领域核心技术的世界第一，打破了发达国家对于相应产业的

垄断和控制，进而形成了自己的产业优势。

从“中国制造”的世界第一，到“中国创造”的世界第一，

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突破。也是中国经济从跟

随到追赶，从超越到引领的必然路径。

从单项领先到全面超越

客观地说，目前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世界第一，更多还

是单项“冠军”，还不足以形成产业优势。而西方发达国家则通

过优势技术形成对产业链的控制，进而通过对多条产业链的

控制，形成对战略性产业的全面的控制。

一个富有意味的变化是，2011年，我国发明申请量达到
52.6万件，首次超越美日等发达国家，跃居世界首位。这标志
着中国在技术领域的世界第一，正从过去的“单兵突破”酝酿

着一次全面升级。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已连

续多年保持 10%的增速，目前每年的研发支出超过 1500亿
美元，仅次于美国的 4000亿美元而位居世界第二。大量的投
入显然会为高新技术的发展积累大量的后劲和势能，并进而

影响到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早在 2006年，中央就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
标，并且强调了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2011年，中
兴和华为公司分列全球 PCT国际申请量第 1位和第 3位。事
实上，也正是中兴和华为所在通讯设备领域，是中国高新技

术产业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产业。因此，只有出现了“系列”

的、“大面积”的世界第一，中国企业才能取得在关键产业中

的话语权和控制权。

经济技术领域众多世界第一的出现，体现了中国企业的

活力和创造力，也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创造了

巨大的生命力。着眼长远，激发更多企业在关键技术方面创

造世界第一热情和能量，让中国企业向重要产业链条的高端

进行位移，是提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性的关键

所在。

世界第一，这是一个成果，也是一种努力。

世界第一，这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鼓舞。

无数个世界第一，将成就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将成就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丁是钉

中国建筑工程总

公司世界住宅工程建造商第一

名；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世界水利水电建设第一

品牌；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

公司全球最大陶瓷研磨介质生

产商；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装

备技术水平世界最先进

中国交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全球

最大的集装箱起

重机制造商，全球

基建类上市公司

总市值第一位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洗衣

机、微波炉市场占有

率双居国际品牌第一位；

三一重工天津分公司

全球最大的长臂架、大

排量泵车制造企业，泵

车产量居世界首位

安徽八一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18
万吨/年对 (邻 )硝基氯苯
世界第一，4.5 万吨/年加
氢法对氨基苯酚世界第一，

14万吨 /年氯苯世界第一，
7.5万吨 /年对硝基酚钠及 6.5
万吨/年对硝基酚世界第一

中国工商银行利润世界第一，品

牌价值世界第一，客户存款世界

第一；中国移动通讯业营业收入

世界第一，通讯业用户数量世

界第一，互联网应用增速全球

第一，集团公司网络规模全球

第一，集团公司客户规模全球第一；

中国人寿上市寿险公司全球市值最

大，保单量全球第一

海尔集团世界大型家用

电器第一品牌，白色家

电品牌世界排名第一；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家用空调产量世界

第一，家用空调销量世

界第一

蒙牛集团液态奶销

量居全球第一，UHT
牛 奶 销 量 全 球 第

一；天津金耀集团

有限公司皮质激素

类原料药生产能力

居世界第一

华为集团移动宽

带终端发货量居全球移动宽

带终端市场份额第一位，

2008年专利申请世界第一；
中兴通讯 2011 年第一季度
PCT申请量居全球首位

中国远

洋运输

（集团）总公司干散货

船队世界排名第一；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全球最大的

CDMA运营商，拥有世界第一大
固定电话网络

中国长江三峡工

程开发总公司三峡水电站当今

世界最大，三峡电站工程总量位

居世界第一，三峡电站装机容量

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广东核电集

团有限公司全球核总容量最大

核电工程总承包商，旗下广核工

程有限公司为全球建核电机

组数量最多核电工程总承包

商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

公司发电设备产量连续八年世

界第一；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

拥有世界上容积最大人工气候室；中

国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拥有

世界最大电力机车制造基地、

世界最大高速动车组制造基

地，拥有 3家产能位居世界第一
的城轨地铁车辆生产企业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水泥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玻璃纤维业务产能位居世界

第一；中国西电集团公司研发制

造世界首台 1000噪灾 1000酝灾粤 双
柱结构、单柱容量 500酝灾粤 特高
压 自 耦 变 压 器 ，2F17A -1100/

Y6300-63 特高压开关设备打
破世界纪录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承建

青藏铁路为世界海拔最高铁

路；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为全球

最大、质量品种一流的硅钢生

产基地；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

有限公司为全球最大、工艺技

术装备水平最高、品种规格最

全的不锈钢企业

招商银行

品牌价值增幅全球

第一名，全球市值最大

50 家银行市净率排名
第一；招行波士顿咨询

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居全球银行之首

长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长城磁记录的硬盘盘基片

产品位居国际 OEM 市场份额第
一 ; 鞍山钢铁集团全球最大的集

装箱钢板供货企业；潍柴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最大

高速大功率发动机供应商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制生产世界第一台双水内

冷发电机，火力发电设备生产

量、销售量及订单量世界第

一，电梯单个工厂产量世界第

一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拥

有世界最大吨位履带起重机，拥有

世界最长臂架泵车，研制出世界第

一台全液压平地机、世界第一台三

级配混凝土输送泵、世界第一台无

泡沥青砂浆车，公司混凝土泵车产

销量世界第一；山东华建建设有

限公司拥有世界上储量最大的

粉体钢板库群项目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

司世界最大手机锂电池生产

商，镍电池、手机用锂电池、手

机按键全球市场份额第一，比

亚迪 F3DM 双模电动车为全
球第一款不依赖专业充电

站的双模电动车

深圳市锐拓显示技术

有限公司设计制作世

界最大 LED 显示
屏；河北宏润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世界

首台 5万吨热垂直挤压机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单

船平均每小时卸船吨数创

世界最高记录 ; 山东如意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复合纱技

术创世界纪录

神华集

团有限公

司为世界最

大煤炭经

销商

中 国 石 油

天然气集团全球

市值最大的企业，

2011 年产量世界
第一；国家电网公

司投运充换电设备

数量居世界第一

上海城建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世界 最大吨

位、最大跨径的桥

梁整体顶升工程

十年，中国企业 100项世界第一
据统计，仅产品产量中国就有近 300项世界第一，并正向“全能型”冠军挺进 从世界第一

积累超越的力量

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