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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盯市场搞研发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海南中小企业瞄准“专精特新”
紧盯市场搞研发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海南中小企业瞄准“专精特新”

老工业基地实现由“重”、“笨”到“轻”、“靓”转型——

泳装产业成葫芦岛新“名片”
本报记者 张允强 苏大鹏

传 真

青岛橡胶工业博览会10月举行

自启动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以来，贵州省榕江县联合职业

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当地用工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计算机文

字录入、维修、汽车驾驶、中式烹调、机车缝纫等技术培训，使

新迁入的移民拥有一技之长，让搬进城里的群众“住得下、有

保障、能发展”。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王炳真摄影报道

本版编辑 陈 艳 喻 剑

哈尔滨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开幕

南宁启用体操世锦赛服务站

时 讯
广州将举办南国书香节

跨区域能源合作上台阶

“宁电入鲁”突破千亿千瓦时

内蒙古文化产品大步“走出去”
今年前 5个月文化产品出口同比增 158.5倍

实行农业和生态保护两“优先”

福建建立新的绩效考评方式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海南海口
市金龙路万利隆商务大厦 8 楼，动网先
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小珠正
在处理电邮，偌大的办公室有些空荡。

“我们整个负责移动互联网游戏的团队
都去广州学习了，从去年初开始，一直培
训到现在。”她说，在广州他们不仅仅要
学习最专业、最顶尖的技术，还需要研发
出自己成型的产品。

尽管有政府诸多政策扶持，但在“三
高两难”的内外压力下，不少中小微企业
做出了与动网先锋相似的选择：紧盯市
场，坚持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培育核

心竞争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
“互联网游戏竞争非常激烈，如果网

页游戏没有自己的独特创意和技术含量，
难以打动玩家，可能会很快被淘汰。”动网
先锋CEO、掌趣科技董事宋海波向记者解
释创新和科技的分量。“在科技高速发展
的时代，自主研发的能力越强，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成果的转化能力就越强。”

在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黄
春光看来，企业要发展，不存在市场好不
好的问题，而在于产品质量是否够硬，是
否能有彰显品牌的特色产品。“今年上半
年我们总体销售额同比增加了 17%，利

润率持平。这个月我们还投入 3000 万
元引进 12 台设备，以菠萝蜜为突破口进
军海南热带水果脆片深加工，明年就可
以投产。”黄春光说。

“中小微企业并不一定要做大，而是
要在‘特’‘精’上下功夫，发展特色精品，
打造百年老店。”海南省委财经领导小组
办公室调研处处长方鹏说。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孙 登 华 对 公 司 上 半 年 成 绩 单 很 是 欣
慰：今年上半年，公司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2.6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8.82%。

“我们非常注重新产品的研发，这是

企业生存的原动力。”孙登华说，齐鲁研
发投入资金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 5%，今
年海南子公司针对研发已经投入 1068
万元，同比增长了 15%。“每年都有 3 个
到 5 个新的在研产品，目前我们公司在
研产品就有 32个。”孙登华如数家珍。

走“专精特新”之路逐渐让海南中
小微企业迅速发展。中国（海南）改革
发展研究院海南发展研究所所长夏锋
认为，政府部门要更多关注中小微企
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快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拓宽融资渠道，对
缓解中小微企业发展压力非常重要。

从“化工城”、“造船城”、“发电城”
到“ 中 国 比 基 尼 岛 ”、“ 泳 装 城 ”。 自
2011 年起，在不到 4 年的时间里，辽宁
葫芦岛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老工业基地
城市亮出一张张美丽的新名片。当中
国泳博会从这里走向世界时，以泳装为
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在这里迅速发展
壮大，葫芦岛实现了由“重”、“笨”到

“轻”、“靓”的城市转型。
地处渤海之滨的葫芦岛市，将时尚

靓丽的泳装产业推上转型舞台。从
2011 年开始，葫芦岛市开始举办“中国
泳博会”，随后接连出台相关产业扶持
措施，推进泳装产业发展。葫芦岛提出
全力打造聚集龙头企业、先进技术、时
尚创意，集研发设计、品牌建设、工艺技
术、生产营销、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产业
服务平台，发挥专业化分工推动产业发
展，打造泳装产业集群。2013 年举办
的中国泳博会，吸引了 2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2000 多名客商前来参展。短短
几天时间，葫芦岛泳装企业就签下 5 亿
元订单。如今，中国泳博会已经成功举
办了 3 届，极大地提升了葫芦岛泳装产
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发展落后的城镇到重工业基地，
再到我国北方沿海经济强市。在转型
发展中，面对重工业比重大的产业结
构，葫芦岛瞄准泳装产业这个又“轻”又

“活”的新兴产业。
如今，葫芦岛成了全世界泳装产

业聚焦点，泳装产业也成了葫芦岛经
济的主角。

30 年前，第一件商品泳装手工缝
制而成，泳装在葫芦岛落地生根并发
展壮大。截至 2013 年底，全市拥有
400 多家泳装加工企业，500 多个注
册商标，形成年产量 1.5 亿件 （套） 的
规模，完成 100 亿元销售额，年出口
创汇 1 亿美元，产品畅销 5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葫芦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石文
光认为，泳装产业在葫芦岛得到迅猛
发展并非偶然。“从产业背景看，相关
产业链条初步衔接，葫芦岛聚氨酯产
业能供应染整经编、氨纶、锦纶等上
游产品；从文化渊源看，泳装与海滩
不 可 分 割 。 葫 芦 岛 海 岸 线 长 261 公
里，天然海水浴场有 14 座，为泳装产
业在葫芦岛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石
文光说。

葫芦岛泳装协会负责人认为，目前
泳装产业集群在葫芦岛的发展优势初
步形成：一是规模优势，主要以泳装、泳
具、健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二是分工优势，众多的中小企业按照专
业化分工形成互动互补的产业群落；三
是集聚优势，产业高度集聚产生引领作
用；四是竞争优势，企业已经表现出持
续强劲的竞争优势。该负责人认为，泳
装产业能与葫芦岛聚氨酯产业集群乃
至新兴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立起紧密
联系，加上与之相关的机械制造、旅游、
现代服务等产业，这一产业将有望形成
千亿元级产值，更能解决数以万计的就
业，其强大的产业转型带动力已经开始
显现。

以泳装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的
迅速崛起，让葫芦岛更具时尚美丽的
内涵。2013 年，前来葫芦岛参加泳博
会的意大利著名时装设计师马天尼
说，葫芦岛泳装对时尚和潮流的把握

很精准，泳装文化中透露出这座城市
对人类文明的崇敬，对当代及未来文
化的解读。

根据葫芦岛“十二五”规划，到
2015 年，葫芦岛市泳装年总产量将达
到 2.5 亿件，产值超过 150 亿元，出口
创汇达到 5 亿美元，带动 8 万人就业，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50%，国际市场
占有率达到 30%。

作为发展泳装产业的重要平台，
每年在葫芦岛举办的泳博会，不仅是
创意、思想交汇的舞台，更提升了葫
芦岛城市形象。如今，“中国温泉旅游
名城”、“四季皆宜的旅游休闲都市”、

“时尚之都”等城市发展新定位也纷纷
浮出水面，这个地处渤海北岸的老工
业基地转型发展新格局日渐清晰。

随着泳博会的成功举办，葫芦岛市
已经发展成为“地区性会展城市”，正围
绕泳装、聚氨酯、泵阀、石油化工、冶金
制造等重点产业打造名牌展会。

本报讯 记者拓兆兵、通讯员鲁延宏报道：截至 7 月 31
日零时，宁夏通过世界首个±660 千伏直流输电工程——银
川东至山东直流输电工程，向山东累计输送电量达 1002.376
亿千瓦时，标志着宁鲁跨区域能源合作跨上了新台阶。

宁夏富煤电，山东缺煤电。2011 年年初，银川东至山
东±660 千伏直流输电工程投入送电，宁夏实现了电力大规
模外送。这条长达 1330 公里的“电力动脉”，为宁鲁两省区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对宁夏而言，打破了“向外卖煤”的煤
炭输送格局，实现了“煤变电，电外送”，使资源优势进一步向
经济优势转变；对山东而言，大大缓解了用电紧张局面。据介
绍，宁夏每年送往山东的电量，相当于青岛地区现有网供能力
的 80%、山东电网年均用电负荷的 9%。同时，宁夏输出的清
洁电能累计为山东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7870 万吨、二氧化硫
排放 22 万吨、氮氧化物排放 19.3 万吨。“宁电入鲁”还为山东
能源消费领域进行“电能替代”创造了条件。

本报讯 记者陈煜报道：福建省效能办经省委组织部、
省发改委、省环保厅同意后日前下发通知，取消 34 个县（市）
的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
考评方式。

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结合《福建省主体功能区
规划》情况，该省将 84个县市区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
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 4 个类别。其中，
22 个县市属农产品主产区，12 个县市属重点生态功能区，这
两者均为限制开发区域。

根据要求，该省对这 34 个县市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
优先的绩效考评，取消对其地区生产总值的考核。通知还明
确要求各设区市对本地区制定的 2014 年的绩效管理工作方
案进行修订，调整对县市区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及时取消
对限制开发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本报讯 记者童政报道：广西南
宁市 40 个世界体操锦标赛志愿者服务
站日前正式启用，可为市民、游客提
供应急医疗、免费饮水、手机充电等
服务。

据介绍，这 40 个志愿者服务站包
括简易式志愿服务站 20 个，交通岗亭
志愿服务站 20 个，分布在人流密集的
路口、公共场所，包括邕江大桥北 （七
岔路口）、南宁市狮山公园、北湖明秀
路口等地。8 月 1 日起，40 个志愿服务
站的志愿者已全部上岗，开展世锦赛知
识宣传、应急医疗、免费饮水、信息咨
询等志愿服务。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报道：8 月 4
日，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哈尔滨市人
民政府等共同主办的2014第十七届哈尔
滨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开幕，12个国家
和地区的836台最新车型登场。

据悉，哈尔滨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规模、档次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已与哈
洽会一道，成为黑龙江省两大品牌展
会，并跻身“全国知名展会 50 强”及

“中国十大创新展览会”。

本报广州 8 月 5 日电 记者庞彩霞

报道：2014 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将
于 8 月 15 日至 21 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举行。届时将有 35 万种图书和文具参
展，300多场次文化活动开展。

据了解，今年书香节的主会场划
分为羊城书展、少儿、港台及海外、
民 营 、 数 字 出 版 动 漫 以 及 文 具 等 板
块，展销区和专区超过 42 个。主会场
将设立 8 个主活动专区，围绕“让读
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一主线，重
点推动青少年阅读、家庭阅读、企事
业单位阅读。

本报讯 记者乔雪峰报道：今年前
5 个月，内蒙古出口文化产品 2796.7 万
元，较上年同比增加 158.5 倍，创历史
新高。据了解，自 2013 年 10 月以来，
内蒙古文化产品出口值同比连续 8 个月
保持增长势头。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以年均 15%
的速度大幅扩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文
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偏低。
内蒙古作为文化产业较为落后的西部省
区，文化贸易更是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
平。为拓宽处于初级阶段的内蒙古文化出

口产业市场，创造发展环境，内蒙古利用
地理便利、文化资源丰厚、“草原丝绸之
路”历史悠久等众多优势，加快实施文化
产业“走出去”发展战略。在我国文化产
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内蒙古草原文化产
品出口成为外贸发展的新亮点。

满洲里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俄罗
斯是内蒙古文化领域最大贸易伙伴。今
年前 5 个月，内蒙古文化产品的出口国
家和地区由上年同期的蒙古国等 3 个，
增加至俄罗斯等 18 个，其中，对俄罗
斯出口文化产品 2251.5 万元，占同期

内蒙古文化产品出口总值的 80.5%。从
贸易方式来看，内蒙古以一般贸易方式
出口文化产品 2688.4 万元，增长 565.5
倍，占同期内蒙古文化产品出口总值的
96.1%;以边境小额贸易方式出口 108
万 元 ， 增 加 85.4 倍 。 从 出 口 企 业 来
看，几乎全部为民营企业出口，其中视
觉艺术品出口拔得头筹。今年前 5 个
月，出口视觉艺术品 2527.3 万元，增
长 255.6 倍，占同期内蒙古文化产品出
口总值的 90.4%，绘画、印刷品、新型
媒介等成为出口“新宠”。

据介绍，满洲里海关积极响应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升，出台多
项措施，促进全方位、多层次的中俄贸
易，推动内蒙古文化产品出口。目前，
他们已对内蒙古文化产品出口企业提供

“一对一”服务，通过深化分类通关改
革，按商品归类分别设立接单专岗、设
置预警参数辨别报关单风险级别等方
式，对低风险报关单实施“电脑自动审
单”，确保低风险报关单快速通关，高
风险报关单集中审核查验，助力诚信企
业驶上通关高速路。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中国 （青
岛） 橡胶工业博览会将于 10 月 15 日在
山东青岛举行，届时将有众多世界橡胶
行业巨头参加展会。

据悉，橡博会目前已确定参展的企
业达 100 余家，包括意大利 Versali、
西班牙戴纳索、法国达索、泰国诗董橡
胶等国际国内知名的轮胎、机械、材料
和第三方物流企业。

江西遂川县雩田镇雩田村，农
场主古建玲的台湾甜玉米日前喜获
丰收。他请的 100 多名钟点工正忙
着把刚采下的玉米装车，紧急运往
广东。“今年初试甜玉米就获成功,我
估摸纯收入能有30多万元。”

“我是职业农民。”架着新潮的
黑框眼镜，长相斯文的古建玲自豪
地说，“过去，我在广东揭阳开理发
店。这些年，农村政策好了，发现种
田的前途也不错。”他回到家乡，办
起了家庭农场。去年底开始,古建
玲流转了 400 多亩耕地，上半年试
种台湾甜玉米、日本香瓜，下半年种
芥菜，走的是高端路线。

在碧洲栗头，还有位新型农业
经营者——刘海。2006 年,他回乡
创业。山上养土鸡、种西瓜、毛
竹；山下水中放鱼，栏中养猪，走
的是立体化种养新路。“以前做农
民，收入低，活儿又脏又累，被人
看不起，所以宁愿出去打工做生
意。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抢着
种。”刘海说。

近年来，在江西传统农业县遂
川，家庭农场主、职业农民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方兴未艾，正在悄然
改变着传统农耕模式，为农村带来
新的气象。农业局负责人说，这些
年，当地抓紧落实中央扶持政策，
加快土地流转，通过适度规模经
营、机械耕作，培育了像古建玲、
刘海这样的“职业农民”。

刘海感叹：过去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啥事都做，一
年忙到头还赚不了几个钱。如今，家乡一大批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脱颖而出，各类农
业服务类组织也在蓬勃兴起，提供机耕、机插、机收、育秧
等各种服务。“一年收入二三十万元，咱们职业农民够‘体
面’。”刘海说。

江西遂川

：职业农民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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