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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不能靠牺牲环境
和土地搞经济了，而是
要靠人才、靠提供优质
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
南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副主任蒋伟说，当地已
明确将新一代汽车、芯
片以及人工智能这三大
产业作为发展方向。

□ 陈 刚 潘 晔

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

变，实体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新华社记者在经济总量过8万

亿元、实体经济比重过八成的

经济大省江苏一线调查了解

到，在强监管、严环保的基础

上，实体更实、制造更“绿”、动

能更新，正成为当前实体经济

运行中的新动向。

稳中育优 实体更实

不久前，徐工装载机再获

千万订单，十几台大吨位装载

机身披红花，从徐工智造基地

出发，奔赴中亚。

“ 上 半 年 出 口 增 长 了

80%。我们持续加大研发和市

场投入，在国际市场和中高端

客户取得了重大突破。”徐工集

团董事长王民说，集团前5个

月主机销量、主营业务收入分

别增长了62%、54.4%，利润增

幅超过250%。

在南京经济开发区，拜腾

全球总部6月正式启用，计划

明年实现首款量产车型预生

产。“在这里基本可以采购到所

有上下游零部件。”公司总裁兼

联合创始人戴雷说，选址南京

是考虑到供应链、人才、物流等

多种因素。

面对多重挑战，创新转型仍

是企业发展的主基调。“集团1

万锭粗细络联项目，不增厂房、

设备，实现高速、智能化生产，运

营效率提高了75%。”江苏悦达

纺织集团副总经理戴俊说。

江苏省经信委的数据显示，

前5个月，江苏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7%，略有回落，但同期企业

技改投资却增长了10.1%。

刚刚出炉的江苏民营企业

“百强榜”显示：年营业收入均

破百亿，总营业收入和利润分

别增长18%、28%。其中，制造

业企业57家，服务业增加4家，

而建筑业减少了3家。

“不仅单体在壮大，加减之

间，是结构的优化调整，折射出

实体经济更实的走向。”江苏省

经信委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处处

长余雷说。

强力去“污”制造更“绿”

江阴市临港开发区，年产

有机化工原料5万吨的顺飞精

细化工公司去年关停后，专业

人员一直在做现场“三废”处

理。这是去年江阴关停的47

家化工企业之一，今年这里还

要关停34家，并升级转移一批

化工企业。

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个有

着“制造业第一县”之称的城

市，加快走低能耗、低用地、高

科技、高投入、高产出的集约发

展之路。当地80多家企业的

111只产品成为行业单打冠军。

在江苏，煤炭型能源结构和

重化工型产业结构长期影响发

展成色。随着包括减煤、减化的

“263”环保专项行动深入推进，

以更严标准更硬举措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提高绿色发展

水平，成了这里的追求。

今年前5个月，江苏省关停

了低端落后小化工企业379家，

完成今年年度目标50.5%；每万

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6.4%，

今后还将积极推动由“数量管控

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

动能更新 未来已来

“两年前，一位客户买了台

德国进口的3D打印设备。去

年买了我们的，之后又买了第

二台、第三台。”南京前知智能

科技创始人唐宝说，公司在口

腔领域的金属3D打印机正完

成进口替代，速度、精度不输于

同类进口设备。

布局未来产业，江苏在行

动。前5个月，江苏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保

持两位数增长，占规模工业比

重超43%。海工装备、机器人、

光电缆利润分别增长136.1%、

41.2%、29.3%。

5月，苏州工业园区举办

“2018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

博览会”。吉成智能创始人姜

吉文带着研发的智能药房，与

人脸识别系统、虚拟现实技术

等千余种前沿科技产品同台竞

技。“这个细分市场规模预计超

过年销售50亿元，潜力巨大。”

姜吉文说。

苏州工业园背后的雄心，

是3年内建成5个以上人工智

能特色产业园，打造人工智能

创新策源地、应用示范地和产

业集聚地。

“再也不能靠牺牲环境和

土地搞经济了，而是要靠人才、

靠提供优质服务，实现高质量

发展。”南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副主任蒋伟说，当地已明确将

新一代汽车、芯片以及人工智

能这三大产业作为发展方向。

江苏省经信委主任谢志成

介绍，江苏还实施了“数动未

来”专项行动，全面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技术与传统产业融

合发展，并提出3年内培育300

家利用“数智云网”新技术新模

式实现转型升级的骨干企业等

系列目标。

江苏南通江苏南通通海集装箱港区开港通海集装箱港区开港
6月30日，由江苏南通港集团与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联手打造的南通通海集装箱港区开港。该港区岸线长2478米，规

划建设7个~8个7万吨级集装箱泊位，打造长江流域标杆性集装箱港区。图为南通通海集装箱港区。新华社发（许丛军 摄）

□ 刘怀丕

全球每生产 7 部手机就

有1部郑州造、民权县冷藏汽

车产量占全国60%以上、太康

县成全国最集中的双A级锅

炉制造基地……近年来，以

“农”闻名的内陆大省河南，

积极抓住产业转移历史机遇，

因地制宜以产业集聚区为依

托进行承接，为经济发展蓄积

了新动能。

因地制宜集群承接
产业融入全球市场

在河南华讯方舟电子有

限公司的厂房里，流水线上的

工人们紧张忙碌着，经过贴

屏、焊锡等多道工序，一部部

手机被生产出来。“公司去年4

月在郑州投产，一年多时间生

产手机约 700 万部。”河南华

讯方舟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剑锋告诉新华社记者，产

品主要出口东南亚、南亚、非

洲等国家。

自 2010 年富士康手机生

产项目落地后，华讯方舟公司

所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形成了智

能终端制造产业集群。目前，

该区已入驻智能终端制造企业

约190家，2017年手机产量达

2.9亿多部，全球每7部手机中

就有1部郑州造。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是河南因地制宜承接产业转

移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河

南传统农区、工业基础较好地

区、资源型地区，分别发挥不同

优势，集群承接劳动密集型和

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高成长

性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精

深加工企业。

豫北的清丰县是传统农

区，近年来主动承接京津冀家

居产业转移，引来上百家企业

落户，如今年产200万套。由

此，这个地处内陆的典型农业

县，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丰川

藤艺公司2016年来到清丰县，

公司的原材料藤条来自印度尼

西亚，产品出口俄罗斯、加拿大

等国。“已经出口一万多件了，

需求还在上升。”公司负责人罗

丰川说。

做大增量优化存量
筑起科技创新高地

河南通过承接产业转移，

做大了全省产业增量，同时优

化了存量，产业集聚区成为各

市县发展的科技创新高地。

太康县通过引进著名锅炉

制造企业斯大集团等入驻，县

产业集聚区已发展成全国最集

中的双A级锅炉制造基地，产

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产业集聚区，四通锅炉公司这

个起家于本地乡镇的企业，与

台湾公司合作，成为大陆唯一

一家能生产贯流锅炉的厂家。

“公司科创能力增强，还参与了

国家锅炉标准的制定。”公司负

责人冯坤说。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

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以

来，全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累

计承接产业转移项目6000多

个，合同引进省外资金29,000

多亿元，培育形成百亿以上产

业集群80个，千亿以上产业集

群18个。

自 2010 年从浙江引入香

雪海集团，民权县制冷产业集

群发展迅猛，目前冰箱冷柜年

产能约占全国的1/10，冷藏汽

车产量占全国的60%以上。作

为全国五大制冷产业基地，民

权县设立了中科院制冷院士工

作站，建成了河南机电学院民

权制冷学院，逐渐成为制冷科

创高地。

“近3年，我们已获得30多

项发明专利、350多项实用新型

专利、500多项外观专利，全县

制冷行业正在从‘民权制造’向

‘民权创造’转变。”民权县委书

记姬脉常说。

吸引人口留本地
加速城镇化进程

一打牛仔裤放好，拿起毛

刷沾上涂料，在裤兜位置刷下

印记，太康县毛村镇妇女池云

红做的这道工序叫定位。她曾

去过广州、大连等地打工，因为

要照顾上小学的孩子回到家，

在县里的产业集聚区工作，现

今每月收入两三千元。

随着河南承接来的产业集

聚区不断发展壮大，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本地人留下来。商丘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的数据显示：该市2010年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200万人，省

外就业150万人，省内就业50

万人，其中市内就业30万人；

201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

量增至220万人，省外就业108

万人，省内就业112万人，其中

市内就业增至80万人。

大量当地人留下来在县城

工作，加速了城镇化进程。豫

东的夏邑县是承接纺织服装产

业大县，纺织服装就地吸纳

3 万多名农民就业，加上出台

了多方面的优惠政策，不少纺

织服装职工落户县城。来自夏

邑北岭镇的韩翠花是大洋纱线

公司的实验员，被评为厂里的

优秀员工之后，获得奖励100

平方米的住房。她说，房子离

厂走路10分钟就到，上班方便

得很，有了房子，算是在县城扎

下了根。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对外交流合作处处长任

伟军说，各地通过大力承接产

业转移，增加就业岗位和城镇

人口，通过优化人居、交通、文

化、教育、医疗条件，增强城市

综合承载能力，形成了以产兴

城、以城促产、产城互动的良

性循环。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从

北京市工商局获悉，6月29日

起北京市在已实现外贸领域

“十五证合一”的基础上，再整

合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人力

社保局、北京市住建委、北京

市城市管理委等部门涉及信

息采集、记载公示、管理备查

类的涉企证照事项，全面实行

“二十四证合一”，进一步降低

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据北京市工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改革中北京市

将继续实行“一网申报、一窗

受理”的办理模式。企业通过

“e窗通”登记平台办理工商登

记时，一并填报需合办的事项

信息，工商部门直接核发加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

照；被整合证照不再发放，不

再要求企业提供关于整合证

照事项的额外证明材料；工商

部门在核准登记后1个工作日

内将企业登记信息和“多证合

一”备案信息通过“e窗通”登

记平台推送给市级相关部门，

相关部门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

成接收、认领、核实共享信息。

该负责人指出，改革后，

企业将减少往返各部门“上门

申报”20余次，部门间共享各

类登记备案信息240余项，大

大降低企业重复填报数据。

同时各部门要共同推进“多证

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在

区域内、行业内的互认和应

用，使其成为企业唯一“身份

证”，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

为企业唯一身份代码。

（阳 娜）

本报讯 为着力解决四

川区域协调发展不足等问

题，四川省提出构建“一干多

支、五区协同”的区域发展新

格局。这是新华社记者从日

前闭幕的中共四川省委十一

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的

消息。

这一区域发展新格局在

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公

报中得以明确。主要包括以

下几方面内容：做强“主干”，

支持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

市。发展“多支”，打造各具特

色的区域经济板块，推动环成

都经济圈、川南经济区、川东

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竞相发

展，形成四川区域发展多个支

点支撑的局面。大力促进“五

区协同”发展，推动成都平原

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

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西北

生态示范区协同发展；推动成

都与环成都经济圈协同发展；

推动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

州与内地协同发展；推动区域

内各市(州)之间协同发展。

四川省国资委相关负责

人说，在此前较长一段时间

里，四川针对不同阶段发展的

实际，先后提出了不同的区域

发展战略，对四川经济平稳发

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当前

四川仍然面临发展不足的问

题，主要体现在不充分、不平

衡，经济总量居全国前列但人

均排位相对靠后，区域发展不

平衡。为着力解决这一问题，

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四川

省提出构建“一干多支、五区

协同”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周相吉）

本报讯 作为西藏最大

的蔬菜种植基地的日喀则市

白朗县，计划投资15.86亿元

建设万亩大棚蔬菜产业园，预

计到2020年可实现蔬菜产能

超过5亿斤以上目标，高原人

家“吃菜”将更有保障。

白朗大棚蔬菜自1998年

从山东援藏试种起，经过20年

的发展，目前全县蔬菜种植面

积已增至6000亩，大棚数达

5428 座，零散种植 2250 亩。

种植果蔬品种136个，无公害

蔬菜认证品种19个，年产量达

8284万斤，产值1.6亿元。白

朗蔬菜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

际明说，虽然取得了成绩，但白

朗蔬菜发展进入了瓶颈期，需

要有效的蔬菜产业规划。

新华社记者近日从白朗县

了解到，白朗县出台的《白朗蔬

菜产业发展规划》以年楚河沿

岸为发展轴，覆盖创新示范中

心、2个核心区、6个蔬菜种植

乡镇和26个专业合作社，总种

植规模将达到2万亩，其中大

棚蔬菜种植面积1万亩以上。

为此，白朗县积极推进大

棚蔬菜产业向标准化、优质

化、规模化迈进，打造以1763

亩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园为

平台、以巴扎乡1087亩生产

区和曲奴乡5000亩生产区为

龙头，以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

为纽带，以科技力量为支撑的

蔬菜产业发展格局，实现规模

化种植、产业化经营。

（陈尚才）

实体更实 制造更“绿”动能更新
—— 来自江苏实体经济一线的调查

构建起中原崛起工业筋骨
河南承接产业转移蓄积发展新动能

北京全面实行“二十四证合一”

四川大力推进“五区协同”发展

西藏白朗打造万亩大棚蔬菜产业园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山东

能源淄矿集团获悉，在今年的

全国两会上，关于“取消煤矿工

人后夜班”的提案曾备受关注。

如今这一建议在集团许厂煤矿

公司已变为现实。该公司取消

了职工0点~6点的后夜班生

产，由“三八制”改为“三六制”。

新实施的“三六制”给综

采工区运输机司机李成果的

作息带来了大变化。现在他

每天可以减少2个小时的井下

劳动时间，中班时0点就可以

收工上井，此举不仅避开了夜

班薄弱时间生产带来的安全

风险，而且第二天醒来还有时

间可以陪家人去晨练。

据了解，今年4月份该公

司就将取消后夜班生产提上了

议事日程，通过多次召开“一提

双优”专题探讨会，制定了实施

方案。他们围绕“提升装备水

平、优化生产系统、优化劳动组

织”做文章，重点针对安全生产

“卡脖子”问题制定了29个建

设项目，为实现取消后夜班生

产打实了基础。“取消后夜班生

产是大势所趋，也是企业以人

为本的重要体现，虽然生产时

间缩短了，但可以从提高劳动

效率上下功夫，做到减时不减

量。”该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徐同科告诉记者。

为提高职工劳动效率，该

公司在井下工作面新投入了

20部手持式风动联网机，以前

工作面挂网6个人的工作量，

现在2个人就能轻松搞定，给

后续生产节省了大量时间。

（孙俨 魏东 李岩 马剑）

山东许厂煤矿实行“三六”工作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