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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



614年前的今天（1405年7月11日）明朝航海家“三保太监”郑和开始了他的第一次
下西洋的航行。郑和七下西洋，出使36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去到非洲的肯尼亚和坦桑
尼亚。郑和船队是郑和下西洋所组织的远航船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一支大规模的
远航船队，也是一支史无前例的海上特混舰队。

2005年，在郑和下西洋
600周年，经国务院批准，
我们将每年的7月11日确
立为“中国航海日”，
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固
定下来。

和平外交、广施恩
泽、扬我国威、发展
贸易（朝贡贸易）、
开拓航路。

郑和下西洋



7-ELEVEn品牌原属美国克萨斯州的南方公司，1946年创立品牌，藉以标榜营业
时间由上午7时至晚上11时，后由日本零售业经营者伊藤洋华堂于1974年引入日
本，从1975年开始变更为24小时全天候营业。1991年南方公司因经营不善被日本
公司伊藤洋华堂收购。

7-ELEVEn便利店

7-ELEVEn在2018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
排名第127位，遍布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超过56000多家店铺。

在中国连锁便利店排名中位列第三。排
第一的是东莞的美宜佳，占全国10%左右市
场份额。

铃木敏文：“消费即是心理战，零售更
是与消费者面对面的心理肉搏战。”“善变” 
与“万便” 和 “假设、实践、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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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民的传统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指要具有能够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信息、技能和方法，提出新方法、新观
点的思维能力和进行发明创造、改革、革新的意志、信心、勇气和智慧。创新是人类特
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
的不竭动力。

创新，是指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的

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或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

的事物（包括产品、方法、元素、路径、环境），并能获得有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

Innovative innovation

一指
创立或

创造新的

二指

首先



人 事物
改进
或

创造
精神

四个关键词



中国人民从来不缺创新精神。

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

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

2018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中，深刻阐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

伟大梦想精神，赋予了伟大民族精神

以新的时代内涵。



战国时期有商鞅变法；赵武灵王实行
“胡服骑射”的创新；西汉晁错的变
法；汉朝皇帝刘彻独尊儒术的改革；
由隋炀帝开创的科举制度；北宋有王
安石变法；明代有张居正变法；近代
有清朝“戊戌变法”。

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指南针，
印刷术。科技发明：锯子、水车、
地动仪、天文台、犁、火箭、攻城
车、投石车、纺车、船、孔明灯…

《周易》中说，“穷则

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中

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

革故鼎新。正是这种“变则

通”的思想与中华民族居安

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

相碰撞，形成了中华民族的

创新精神。



五代十国表面上乱，实质是变。
统治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从传统“士族地主”

转变为一大批出身于庶族和归化的藩将组成的“势官
地主”。新统治阶层，不墨守成规，不受儒家封建伦
理观念的束缚，不相信君权神授，只相信武力势力，
最具冒险精神。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随着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为
代表的土地革命，五代十国时期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
大大减轻，农民承受的经济压迫相对减少，商业交易
和商品经济与以往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商品化、
商品贸易化，商业观念的转变为宋代经济繁荣奠定了
基础。

文化发展的变化，五代十国时期文化重心南移，
形成了成都（前、后蜀）和江宁（南唐）两大文化中
心，在文化方面出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中国人民的传统创新精神 一

人

物

文



明代的总结与创新文化，以《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三部明代
最有代表性的科学著作为例，百科全书、经验科学。

中国人民的传统创新精神 一



 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达到顶峰的朝代，
“康雍乾盛世”是清朝最繁荣富强的时期，但也是
清朝走向没落的最后辉煌。乾隆末年，政治腐败、
思想禁锢、科技落后，跟西方国家的差距已经拉
开，这是闭关锁国造成的严重后果。到了嘉庆皇
帝继位，本来他励精图治，但终其一朝，反而迅
速衰落。

18世纪与19世纪的交叉点，是中国历史坐标
系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中华文明由
强盛走向衰落的一个历史拐点。落后就会挨打。
自1840年之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
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
的苦难。

中国人民的传统创新精神 一



中国人民的传统创新精神 一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

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

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

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

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

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

和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五四运动100周年

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五四精神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五四洗礼后

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1949.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此后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

路，创造性地形成了毛泽东思

想，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

1921

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到

人民群众中去，到新时代新天

地中去，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

斗中升华，让青春在创新创造

中闪光！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担当时代责任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于砥砺奋斗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练就过硬本领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锤炼品德修为



2 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 二

习近平总书记说：

“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把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国家

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98年前，史上最牛的“创新创业团队”
——从13个小伙子，到9000万人

如果给你：

l一个13人的团队

l没钱没资源

l 28年开垦事业

l再运作70年

• 你能干成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 二



l“公司”诞生（1921年）

初创团队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筹备
会，因同行业垄断对手不断地干
扰，他们只能转移至一艘船上

完成“公司”注册。

             
l“第一桶金”

靠着马恩列的商业计划书，

拿到苏联创投天使轮和A轮。
△“公司”注册地——浙江嘉兴的一艘红船

↓

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 二

灵魂之问：我们是谁，我们为谁，客户为什么选我们，我们需要怎么做？



l联合“友商”（1924年）

为打破垄断，联合友商发起新战
略，但遭恶意陷害和投机，造成
计划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

l选出“CEO”（1935年）

竞争对手多次打击项目地推，

纠正团队的错误路线（王明）

选出CEO（毛主席）作领导核心。 △团队灵魂人物，CEO——毛泽东

↓

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 二

公司成立后，即破天荒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l发展遇阻（1937年）

东洋财团妄图兼并中国市场

（日本侵略、七七事变）

联合一切力量，巩固用户市场

（国共二次合作）

             
l赶走敌手（1945年）

把东洋财团彻底驱逐出中国市场

（抗日胜利）
△抗日胜利

↓

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 二



l争夺用户（1947年）

国内竞争对手（国民党），撕毁
合作协议（双十协定），恶意营
销和强行干扰用户，引起广大用
户强烈不满。

             
l占领市场（1949年）

在广大用户的支持下，通过拿下
拿下决定性的三个市场份额，一
鼓作气，击败竞争对手。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

↓

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 二



l“公司”上市（1949年10月1日）

公司在主板市场上市（新中国成立）

l冲吧！要富起来！（1978年）

战略目标转移，以提升用户体验和
实现利润增长，采取商品入股、技
术入股、资本入股等，开放引入国
内外投资的模式。（改革开放）

l改革开放（1992年）

转变公司管理体制，开展公司市场
化发展，定下“时间就是金钱，效
率就是生命”的深圳市场部slogan。

（南巡讲话）

△向全世界“官宣”：新中国成立！

◁
改革开放
总设计师
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 二



l收回子公司（1997、1999年）

成功收回国外集团强行兼并的

两个子公司（香港、澳门回归）

l用户至上（2003年）

面对高速增长，领导层提出要树立
市场的全局观念，强调产品和市场
的协调，强调用户至上。

（科学发展观）

l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2012年）

此时的团队实力更为强大，面临着
更为重要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 二



l始终坚定“公司文化”（2017年）

团队举行19次骨干大会（十九大）

提出要不忘初心，重视用户体验

始终把用户利益放在第一位。

l现在……

目前这个团队仍坚持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教育，让“公司”每
一名成员，砥砺奋进，助力早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市值13.6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 二



辉煌九十八年，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

他们当之无愧是最牛创新创业团队。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创业团队”，

会将如此明确的长期目标放入纲领中，

并且有能力带领人民实现这些目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感叹：

“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订规划的时候，

我们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

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 二



3 创新的形势



进击的GDP



创新的形势三



创新的形势三



创新的形势三

我国已具备坚实创新基础

拥有完善教育体系，人才全球第一

拥有完善科技体系，投入全球第二

制造业规模世界最大（220多类产品产销世界第一）

我国创新能力持续提高，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持续提
高。



创新的形势三



我国对世界各国创新排名（2017）
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排名（2018）



中国产品“缺心少魂”现象

 



麦肯锡发布的中美科技差距雷达图



创新的形势三

2018年，广东省GDP，9.73万亿元（1.47万亿美元），接近俄罗斯GDP总量。据《中
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广东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蝉联全国首位，其中创新能力、
创新环境、创新绩效3个指标均排名第一。全省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2.65%（2019年目标2.8），有效发明专利达24.9万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一
半。连续出台了“民营经济十条”“科创十二条”等系列政策措施，有效激发微观
主体活力。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2019年的目标是压缩到3个工作日内），
截止2018年底全省实有企业492.1万户，年增长17.1%，每千人拥有企业44户。

马兴瑞省长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直接指出，一些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仍受制于
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较大挑战。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强，装备制造
业关键零部件绝大部分依赖进口，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核”问题突出。产业整体
水平仍然不高，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不足并存，发展新动能仍然不足，产业转
型升级任重道远。人才数量，特别是高质量人才短缺；总体投入强度不高，财政投
资效率低，风险投资发展还没有跟上等。



为5G标准做出技
术贡献排名
（2018）依次是：
华为、爱立信、
海思、诺基亚、
高通、三星、中
兴、英特尔、LG、
中国电信科学技
术研究院、NTT 
DOCOMO、联发
科、NEC、阿尔
卡特朗讯、中国
移动、交互数字。







创新的形势三

• 制造芯片的光刻机，其精度决定了
芯片性能的上限。在“十二五”科
技成就展览上，中国生产的最好的
光刻机，加工精度是90纳米。这相
当于2004年上市的奔腾四CPU的水
准。而国外已经做到了十几纳米。

• 缺乏科学精神

• 缺乏工匠精神

• 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

                                      科技日报刘亚东

《科技日报》报道的35项“卡脖子”技术



4 新时代呼唤什么样的
创新精神



如果
用数字
来表示 创新还是“１→９９”

　“１→９９”，就是从有到优，就是更高更好，

就是更美更妙，就是摘下同行同类产品的金牌。

创新更是“１００→１”

　“１００→１”，就是从优到更优，就是超一流，

就是全球同类产品与服务的领跑者，就是新的世界纪

录的创造者。

创新就是“０→１”

　“０→１”，就是从无到有，就是前无古人，

就是标新立异，就是实现零的突破。

新时代呼唤什么样的创新精神 四



我们的传统创新有一个问题：其驱动力往往源自外部。

人们考虑的重点往往也不是“创新能给人

带来什么”，而是它“能给我带来什么”。

这就跟读书一样，鼓励读书，是因为看到高学历能带来的名利地位，

但不是喜欢读书本身。

思考一

倒逼出来的创新 “追赶”的心态

强烈的
目的性

高度的
紧迫感

新时代呼唤什么样的创新精神 四



某些国内企业新时代呼唤什么样的创新精神 四

如果一个人的创造力仅仅源于外在压力，而非由内在驱动，

那么他很可能会疲于应对外界瞬息万变的情况，甚至茫无所

从，难以长期专注于一点，但在创造性活动中，“长期专注”

可能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突破都来自于对前沿领

域长久的深入了解。

创新，应当是发自内心的向往。



思考二

创新的功利主义

快
急于

自树新见 缺乏与学术
共同体的

对话

不惜
剽窃抄袭

遭遇质疑后
仍各执己见

新时代呼唤什么样的创新精神 四



某些国内企业新时代呼唤什么样的创新精神 四

创新的顺序应该是：

“先想好如何满足

用户的需求，其它

的都会随之而来。”

“先搞出一个创新，然后立刻

大规模推广，软硬兼施让越来

越多的人使用，至于这是不是

真的改善了用户体验，则不是

重点。”

“基础研究就是：

当我在做的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在

做什么。”

某些

国内企业



任正非：华为5G背后有个不谈恋爱的俄罗斯小伙子。 “管研究的人去看他，

打一个招呼就完了。我给他发院士牌时，他‘嗯、嗯、嗯’就完了。他不善

于打交道，十几年干什么不知道，之后突然告诉我，把2G到3G突破了，马上

上海进行实验，我们就证明了，无线电上领先爱立信，然后大规模占领欧洲，

用了4G、5G。”

他总结说：“我们现

在很厉害，与这个小伙

子的突破有关。”

某些国内企业新时代呼唤什么样的创新精神 四

创新，应当更加注
重科学的原创。



真正的创新往往都是这样，人们只是沉浸在其中，“想把它做出来”，但

这个新事物究竟是什么样、做出来之后能有什么用处，都是未知的。

思考三

创新的不确定性

某些国内企业新时代呼唤什么样的创新精神 四

事实上，历史上的很多新发明，起初都只有
一些乍看最没用的用途（有人讥讽最早的电
话只是让人多说了废话），甚至根本不清楚
有什么用，又或者，新事物乍看还没有原有
的东西好——火车最初还不如马车跑得快。
此外，常有的一幕是：创新在无意中涌现，
诸如微波炉、不粘锅、心脏起搏器等，都是
意外的产物，最有名的大概是辉瑞公司原本
研发心脏病药，结果却无意中得到了“伟
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好奇心、对不
确定性保持乐观，都是不可或缺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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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不确定性，需要可持续的长期投入：

第一，技术上的可行性是不确定的；

第二，商业价值是不确定的；

第三，创新的成败依赖于互补和竞争性的一些技术，这个前
景也是不确定的；

第四，体制和文化对于创新的态度也是不确定的。



思考四

创新即是变革

历史学家马歇尔·哈济生提炼出

传统社会抑制改变的两个原因：

“新风格在被接受之初通常都相当粗野，

以及特别在以农耕为基础的经济当中，容

许实验性作法的空间相当狭小。在某些情

形下，这两个理由都能造成文化发展的严

重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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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有时候需要

创造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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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史，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创新思维的胜利果实，都
是创新智慧的结晶。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小到一
个团队甚至一个人，大创新大成就，小创新小成就，不创新没成就。

立足自身实际，自愿积极参与创新实践
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
树立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的意识
坚持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
不怕失败，勇于探索、敢于尝试、挑战不可能
引领风气之先，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申怡飞，21岁

中国5G最年轻核

心研发人员

沈亦晨，29岁

操控光子芯片的魔术师

舒畅，85后

比肩埃隆马斯克的中国

牛人，第一枚民营火箭

刘明侦，29岁

登上《自然》科刊中国

最年轻女学者，研发钙

钛矿太阳电池

崔原，23岁

解决石墨烯“超导体”

百年难题的中国少年

以创新改变世界的中国年轻人



青年兴则国兴
青年强则国强

一个重视青年的国家，未来充满希望
一个接续奋斗的民族，前途无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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