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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值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五的
制造业名城广东佛山市，经济总量多年
稳坐广东省“第三把交椅”，却一直被外
界称为“最美的乡镇，最差的城市”。如
今，一个始自 2012 年的“城市升级三年
行动计划”，在深刻改变着佛山城乡面貌
的同时，城市产业结构也随之而变：“家
电之都”顺德区，“世界工厂”变身兼具水
乡质朴与田园静谧的园林小城；南海区，
一座座大产业平台镶嵌在风景优美的千
灯湖、博爱湖、听音湖之畔；老城区禅城，
被改造成为历史文化韵味幽深、商业旅
游发达的新区⋯⋯

“1700 多亿元投下去，实施了 300

多个项目，我们通过聚点成线、串线成
网，目前正逐步呈现出连片成面的整体效
果。”佛山市委书记刘悦伦说，“佛山城市
化质量和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对高端
人才吸引力不足，已成为掣肘产业转型升
级的突出问题。必须从‘产业’中跳到‘城
市’上来，从‘城市’入手，再对‘产业’下手，
以城市升级引领产业转型发展。”城市升级
已深刻改变了佛山的创新生态，改变了“佛
山制造”的面孔。

科技平台促进“智造”

佛山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
研究院，在“城市升级三年行动计划”头
一年启动建设。这个由南海区政府提供
1.2 亿元建设资金、2 万平方米场地的创
新平台上，工业机器人、精密装备和 3D

打印等 3 大创新中心已初具规模，22 个
高端团队已经入驻。

新鹏机器人是首个入驻的团队，负
责人秦磊谈起平台为企业发展带来的种
种机遇感慨不已，“能借上力！身在这个
平台，全国各地的客户都会慕名而来，
知名度大增。现在，新鹏已成为国内卫
浴行业打造机器人的翘楚，也带动了佛
山本土卫浴行业走向智能制造。”

广工大研究院院长杨海东告诉记
者，该平台搭建的初衷,就是为了满足佛
山制造转型升级对核心关键技术的需
求，希望在 3 至 5 年内建成珠江西岸先
进装备产业带的创新引擎。对于入驻其
中的创新团队，研究院不仅提供硬件支
撑，更多的是搞好服务，帮他们从高校
寻找人才，跑市场，传达行业政策信
息，并提供技术支持。“碰到解决不了的

技术难题，我们会跑遍全国，甚至去清
华、北大为他们找回解决方案。”杨海东
介绍说。

广工大研究院只是佛山在城市升级
过程中构筑的创新平台和载体中的一
个。类似这样为传统制造向“智造”升
级充当“引擎”的公共创新平台，如今
在佛山各区皆有布局。如坐落于佛山新
城的佛山中科院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广
了佛山在环保、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
的核心技术；三水区的合肥工业大学广
东研究院，承担起了支撑三水区新兴产
业培育的重任；佛山深圳清华大学研究
院新能源汽车创新中心，正致力于建设
世界一流的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

刘悦伦认为，一批新旧创新载体
的建成和完善，对佛山产业转型形成
了倒逼机制。 （下转第二版）

广东佛山：三年城市升级 产业悄然生变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郑 杨

从去年开始，内蒙古开
始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
牧区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
农村牧区拓展，计划 3 年内
投入资金 600 多亿元，对全
区全部行政嘎查及村实行危
房改造工程、安全饮水工程、
街巷硬化工程、电力村村通
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校舍安全改造工程、卫生室
建设工程、文化室建设工程、
便民连锁超市工程和农村牧
区常住人口养老医疗低保等
社会保障工程，简称“10 个
全覆盖”。

“10 个全覆盖”彻底覆
盖了乡村的荒芜。新雨过
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耗赖
山 乡 大 豆 铺 村 碧 空 如 洗 。
刚铺好的黑色油路、刚出苗
的绿色田野环绕着白墙黛
瓦 的 新 村 ，一 支 支 施 工 队
伍、一辆辆工程机械，正在
为村里建设卫生室、文化室
和互助幸福院。来自武川
县城的李树林，以往都是在
大城市里发展，今年破天荒
地来到乡下找活儿干，“我
家里养着挖掘机，到这里参
与新农村建设，挖下水道、
平整院子，活儿很多，每天
收入最多能到 500 多元。”
乡党委副书记李应华接过
话茬儿，“大豆铺村每天用
工 160 多人，其中本村用工
40 多人。仅工地食堂就开
了 4 个，村里的妇女都能在
家门口打工挣钱。”

为把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内蒙古把“10 个全覆
盖”工程和扶贫开发、移民搬迁、美丽乡村建设和发展县
域经济结合起来，把争取国家资金、三级财政投入和银行
贷款、企业投入和农牧民自筹结合起来，引导村民把这些
工程当成家业来办、当成事业来管、当成产业来兴。“实行

‘10 个全覆盖’以来，我们农民走水泥路、住安全房、喝干
净水、看放心病、领养老金已变成了现实，只是牲畜的养
殖条件还不够好。”察右前旗巴彦塔拉镇水泉村奶农景祥
说，他在村里第一个盖起了保温棚圈，“没想到政府又给
补贴了 3200元，算下来自己等于没花钱。这下子我们的
奶牛养殖产业更有前途了！”与察右前旗相邻的卓资县，
交通环境大为改善，村民努力培育主导产业，六苏木村种
植露地蔬菜 300 亩，城东村养殖生猪 150 头，东界村新建
草莓温室 30座，“一村一品”雏形已现。

不断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内蒙古农牧区，正
成为一道风景。从前对孩子与羊羔、牛犊为伴心有不甘
的锡林浩特市牧民阿荣，如今抱着儿子等待贝里克牧场
幼儿园在 7 月份竣工；原先在黄河渗漏区生活的农民牛
进山，如今住进了达拉特旗东海心村崭新的幸福大院；曾
经只会放牧的鄂尔多斯市道图新村牧民萨仁高娃，如今
在日益红火的“牧家乐”里引吭高歌⋯⋯

内蒙古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
—

﹃
十个全覆盖

﹄
带来牧区新风景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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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工 行 境 外 机 构 总 资 产
2359.96 亿美元，税前利润 30.23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35.4%，不良率仅 0.34%。从
设点、铺路到稳健运作，从机构国际化到
业务国家化，从引领中资企业“走出去”到
服务全球客户铸造中资银行品牌，工行
23年的海外之路步伐从未停止。

“如今，我们恰逢国际化发展非常好
的机遇期，国家正在推行‘一带一路’战
略，很多中资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
步伐提速，工行在海外也已拥有 5 家央行
指定的人民币清算行。”董事长姜建清说，
工行愿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23 年海外布局路线图

当姜建清宣布工行纽约分行开业的
那一刻，美国纽约市地标建筑——帝国
大厦瞬间变得灯火通明，象征中国的

红、黄色彩灯，在这个城市的最高建筑
上闪闪发光。

“帝国大厦历来有为重大事件点亮彩
灯的习俗，但为一家中国企业亮灯，当时
前所未有。”回忆起 2008 年 10 月 15 日开
业当晚，工行纽约分行的员工仍十分自
豪。自豪背后，是中资银行日益过硬的内
功。那时，工行已取代花旗银行成为全球
市值最大的银行。此前，工行已在 2005
年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成
功在上海和香港同日挂牌上市。

中资银行“扬帆出海”，首先需要设
点、铺路，拓展境外经营网络，为业务的国
际化打下基础。在此过程中，可选的常见
方式有两种：一是自主申设代表处，境外
分行、子行；一是并购境外金融机构，获取
其在当地的客户、业务，快速提升中资银
行的本土化程度。

“我们选择了自主申设、并购‘两条

腿’走路的策略。”工行并购团队负责人王
振宇对《经济日报》记者表示，从1992年在
新加坡设立代表处开始，工行国际化的步
子正式迈开。在这23年中，工行共进行了
16次海外并购且全部成功，加上自主申设
部分，目前已在 42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397家机构。此外，借参股南非标准银行，
工行已将其海外布局间接延伸至 20 个非
洲国家，并与147个国家和地区的1827家
境外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形成横跨全
球6大洲的全球服务网络。

海外机构的拓展之路绝非坦途，尤其
是在欧美发达金融市场，不论设立分行还
是并购，部分国家的监管机构对中资银行
实行区别化政策。然而，随着本世纪初我
国银行业改革深化，中资银行资本实力、
估值大幅上升，又恰逢国际金融危机时间
窗口，国际化看到了新机遇。

工行 2012 年成功收购美国东亚银行

80%股权，正是抓住这一新机遇的破冰之
举，实现了中资银行首次在美国控股收购
商业银行。“工行是进行海外并购最多的
中资银行。现在已能看出，并购给工行国
际化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姜建清说。
截至 2014 年末，工行并购形成的海外子
公司资产超过 1600 亿美元，占海外机构
总资产的 70%；税前利润 20.3 亿美元，占
境外机构总利润的 67%。

“两个拳头”打拼海外市场

机构设点之后，路怎么铺？车朝着哪
个方向跑？总行最终讨论的方案是“两个
拳头都要硬”：既要高度重视中资企业在
海外的业务，为其提供配套金融服务，又
要主动介入当地主流市场，提升核心市场
渗透率，打响工行的海外品牌。

（下转第三版）

中国工商银行：

竞 技 国 际 金 融 大 赛 场
本报记者 郭子源

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记者

徐庆松） 我国能效标识制度自 2005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以来，取得了超过
4419 亿度电的节能成效，有力保障了
我国用能产品的能效提升，推动了国家
节能减排发展。

这是记者 13 日从在北京举行的能
效标识十周年研讨会上获悉的。

能效标识制度是国家发改委、国家
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三部委联合推出
的一项节能减排和质量控制举措。十年
间，能效标识制度共覆盖了 33 类用能产
品，9000 余家企业和 900 余家检测机构
参与，98.1%的消费者见过能效标识，提
升了消费者的节能意识。

据介绍，能效标识制度是我国唯一
一个以企业自我声明为核心的质量管理
举措，其核心特点是“企业自我声明
+能效信息备案+市场监督管理”的实
施模式。在充分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
的同时，在管理层面上，中国能效标识
制度不同于国外能效标识制度，做到了

“放”中有“收”，在制度实施过程中，
通过“政府事中事后管控”维持了制度
的良性发展，“能效备案管理”是其中
最关键的特点。

十年间，根据市场环境的发展，能效
标识制度还完善了“市场监督”“实验室
管理”“超高效监管”以及二维码等信息
化管理措施，真正保证了能效标识制度
稳中有序的发展。

我国实施能效标识制度 10年来

节能超4419亿度电

本报北京 6 月 13 日讯 记者林火

灿、实习生田珊檑报道：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 14 个部委联合开展的 2015 年全国
节能宣传周，今天正式启动，将通过系列
活动，传播节能理念、普及节能知识、推
广节能技术、提升全民意识。

根据 14 个部委日前联合印发的《关
于 2015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
活动的通知》，今年 6 月 13 日至 19 日为全
国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有道 节俭
有德”，这也是我国第二十五个全国节能
宣传周。

据了解，宣传周期间，相关部门、各地
方将举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报告会、绿色
交通大讲堂、工业节能监察培训、建设节
约型校园系列宣传、新技术新产品展示、
绿色出行体验、公益视频展播等活动。

上图 6 月 13 日，一位小学生在现

场使用“饮料瓶回收机”。当日，2015 年

全国节能宣传周暨北京市节能宣传周启

动仪式在首都博物馆举办。

张燕辉摄（新华社发）

14 部委启动全国节能宣传周

6月12日，湖北宜昌市兴山县古夫镇至昭君大桥“水上

公路”即将通车。该条公路是兴山县连接沪蓉高速宜（昌）

巴（东）段的重要通道，通车后将成为兴山县域经济发展的

“开放路”和群众的“致富路”。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三峡库区水上公路即将通车

6 月 13 日，一位参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现

场教小朋友如何使用皮影表演。当日是全国第十个“文

化遗产日”，辽宁省朝阳市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

大展。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文化遗产日”里展现非遗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