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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产业优化升级是近年来工业发展
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工业结构调整
优化已取得积极进展，技术改造工作
得到更大重视，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
器人等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市场
倒逼过剩产能退出的机制加速形成。

“从整个工业运行情况来看，出
现了‘三个分化’。这种内部分化不
是坏事，意味着新的增长动力在形
成。”工信部副部长冯飞表示，一是
行业出现分化，有些传统产业比较
困难，一些新兴产业增长较好；二
是企业出现分化，有比较困难的企
业，也有发展比较好的企业；三是

区域、地区出现分化，有些地区特
别是转型升级行动早的地区出现了
好的发展势头。

这些分化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发展好的行业、企业和区域是如何成
功的？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带
着这些问题，记者在半个多月的时间
里，实地采访了贵州、广东、内蒙古等
地的企业和政府相关负责人，共同探
讨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方向。

迈向价值链高端

在贵州黄帝车辆净化器有限公
司的车间，一辆卡车突突地排放着黑
色的尾气，呛鼻的味道扑面而来。等
到工作人员把一套净化器安装上之
后，之前黑色的尾气神奇般地变成了
白色。“经过我们的净化器处理后，尾

气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和水，对环
境基本无害。”公司董事长黄利敏说。

据介绍，这项自主知识产权是目
前国际上最为先进的重结晶碳化硅
颗粒过滤技术，过滤效率达 99%。目
前，贵州黄帝车辆净化器有限公司正
在进行年产 500 万升过滤器扩能升
级，要打造全球最大的柴油机后处理
装置全产业链集群。

“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偏低，
仅仅是美国、日本的一半，在价值链
提升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冯飞表示。

为了推动中国制造业迈向价值
链 高 端 ，我 国 出 台 了《中 国 制 造
2025》规划，提出瞄准创新驱动、智能
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等关键环
节，让中国制造跻身世界第一方阵。

其中，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升级

的主攻方向，也成为各地制造企业提
升价值链的突破口。对此，工信部部
长苗圩认为，智能制造包括 3 个方
面，一是研发出一批智能化的产品，
比如更加智能的工业机器人；二是生
产和管理过程的智能化或信息化，把
信息技术用在整个生产经营管理的
各个环节，大大提高效率和效益；三
是在企业层面建立工业互联网或物
联网，实现信息的充分交流和共享。

在广州博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智能注塑机和机械
手无缝结合起来。只见塑料原料在
注塑机顶端的搅拌机里翻滚，经过一
系列自动加工，一次性生产出 8 个塑
料杯子，机械手再自动把杯子一个个
放入包装纸箱，由自动搬运小车运到
指定的堆放处。 （下转第八版）

向转型要动力 用创新谋未来
——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调查

本报记者 黄 鑫

本报北京 1 月 25 日讯 记者崔

文苑报道：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全国国有企业经
济运行稳中向好，部分指标出现回暖
迹象，但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具体表现在：一是国有企业利润
同比降幅继续收窄。2015 年 1 月至
12 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23027.5 亿
元，同比下降 6.7%，比前 11 月降幅收
窄 2.8 个百分点。二是地方国有企业
应交税金同比增幅由负转正。1 月至
12 月，地方国有企业应交税金同比增
长 2.1%，而前 11 月和前 10 月分别同
比下降 0.2%和 0.9%。三是煤炭行业
扭亏为盈，钢铁、有色行业继续亏损。

数据显示，全国国企家底已超过
40万亿元。截至去年 12月末，全国国
有企业资产总额 1192048.8 亿元，同
比增长 16.4%；负债总额 790670.6 亿
元，同比增长 18.5%；所有者权益合计
401378.2亿元，同比增长12.6%。

就主要行业盈利情况来看，2015
年 1 月至 12 月，交通、化工和机械等
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幅较大；煤炭、石
油、建材和石化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
降幅较大；钢铁和有色行业继续亏损。

全国国企家底超40万亿元
去年国企利润下降 6.7%，部分指标回暖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被称为“中国车
都”，有神龙、东风本田等汽车制造厂，还有
格力、海尔、美的等品牌的工厂，这里聚集
了逾 18万名产业工人。

1月 6日下班后，格力武汉工厂员工望
建林漫步来到湖边的图书馆看书。他说，
下班后就能看戏、看画展、听讲座并认识一
些朋友，“这种感觉真好”。

对于许多像望建林一样在开发区工作
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曾是一种奢求。以
前，开发区偏僻单调的生活，满足不了职工
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开发区对他们来
说，只是冰冷而紧张的工作场所。许多工
人埋怨：“下班后无处可去。”

2011 年底，时任武汉市委常委、市委
宣传部部长朱毅接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委书记。经调研，他发现，开发区经济发
展很快，但文化设施奇缺。区内出行、购
物、娱乐及孩子上学等，都未能得到妥善解
决——人在开发区工作，居住、休闲和消费
却在别处；这里买不到报纸，买本书得跑到
20多里外的新华书店。

“搭建公共空间，多建步行、休闲、交
谈、学习场所，‘车都’才有生机。”2012 年
初，朱毅提出，通过汽车产业与文化、科技
融合的“双轮驱动”，实现产城一体化，打造
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发展的宜居新城。随
后，一场以“文化补课”“生态加码”为主题
的城市建设在“车都”兴起。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忠
介绍说，“文化补课”从小事做起。2012
年开年，开发区投资 70 余万元，在区内
设立 15 个报刊亭。每个报刊亭内都放有
100 多种杂志和几十种报纸。现在，居
民、工人都是报刊亭的常客。

“大手笔”也很快提上日程。开发区腹地中心有一个汤湖，南侧湖
岸向湖心伸出一个半岛，面积 11.7 公顷，区位独特，风景秀美。多家
地产开发商明里暗里使劲，希望在半岛建高档别墅或商业中心。武汉经
开区始终没同意，因为这里将兴建集美术馆、图书馆于一体的职工文化
活动中心。

2015 年春天，武汉经开区职工文化活动中心在汤湖之畔正式启用，
并免费向市民开放。这是一座幽静雅致的园林式公共文化园地，让居民
在家门口看戏、看画展、上图书馆的梦想成为现实。

据统计，文化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半年多，就接待读者、观众、参观游客
等 30万人次，且人气不断上升。一到周末，每天都有 4000多位读者光顾
这里。东风本田储运职工吴艳华说：“下班有空我常来这里，自从有了文
化活动中心，借书、看戏、看画展都是职工最快乐的事情。”

文化突围成为开发区产城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李忠说：“经济
与文化发展不能失去平衡，‘文化洼地’上长不出健康的生态城市。大力
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必须引进和发展高端文化产业。”

（下转第二版）

武汉经开区推进产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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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成宜居新城

本报记者

郑明桥

近日，一条厦门港 2015 年集
装箱吞吐量增幅居全国沿海主要
港口首位的新闻，引起了航运界和
经济界的广泛关注。

吞吐量是港口城市经济发展
的晴雨表，能够直观准确地反映经
济活跃程度。2015 年，在世界经
济复苏形势仍不明朗、全球航运业
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在中国经济面
临很多困难和挑战、众多港口集装
箱吞吐量下降的情况下，厦门港能
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这反映出
厦门经贸往来活跃，区域经济保持
了较快增速。究其原因在于厦门
自贸区改革创新红利初步显现，争
创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努力也开
始逐步显效。

仅用 8 年时间，厦门海沧就从
零起步一举跃升为全国最大的啤
酒进口集散中心。厦门海沧检验
检疫局罗睿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从 2007 年 起 ，厦 门 开 始 进 口 啤
酒。自贸区成立以来，检验检疫部
门加大了进口啤酒通检便利化扶
持力度，通过信息化手段和流程优
化，促进了海沧口岸啤酒进口量的
提升，2015 年海沧自贸片区累计
进口啤酒 2102 批、1.31 亿升，货值
1.42 亿 美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65.7%、150.1%和 165.3%。

自揭牌以来，厦门自贸区率先

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了
“一个窗口、一个平台、一次申报、
一次办结”，进出口货物申报时间，
从原来的4小时缩短到10分钟，船
舶检验检疫申报时间，由 50 分钟
缩短到 5 分钟；率先创新“三互”口
岸监管机制，关、检共用“一站式”
查验平台，通关时间缩短 40%，每
个集装箱节约成本600元⋯⋯

对台贸易是厦门自贸区的独
特优势。在两岸投资贸易便利化
方面，厦门实行台湾输入大陆商品
快速验放机制，已有 110 种台湾产
品通过监管审核，比“大三通”模式
节省 2 至 3 天时间；率先出台专门
政策措施，建设两岸青年创业创新
创客基地，已吸引 39 家企业入驻，
正在办理注册手续还有 35 家，另
有 54 家意向入驻；试水跨境人民
币贷款业务，首批签订 12 笔合作
意向，协议金额 11.72亿元⋯⋯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孟芊介
绍说，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以
来，厦门片区共报送了 105 条创新
举措与开放措施。在全省通报的
109项创新举措中，厦门片区有 52
项，其中18项全国首创。这些举措
涵盖了企业投资、注册、贸易、金融
等各个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经济贸
易便利化，也进一步激发了企业投
资发展的热情。 （下转第二版）

厦门自贸区力促经贸便利化——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薛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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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见成效 结构更健康
俄罗斯外交学院院长巴扎诺夫近

日表示，在国际经济不景气、中国国
内经济“三期叠加”的前提下，保持
6.9%增速已属不易。从各项经济数据
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调整经济增长模
式的努力，中国经济转型正在进行
时，中国仍将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

（（详见六版详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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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潜力有多大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步伐不断

推进，供给侧改革将更加注重通过需
求促进投资结构变化，最终实现产业
结构的优化，因此消费的地位将会更
加重要。在教育、医疗、养老、保健
等服务领域，将会产生新的消费
热点。

7 版

从彩电业回暖看供给侧改革
2015年我国彩电业交出了一份

量价额齐升的成绩单。在全球彩电
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彩电业
逆势增长，远超当初的预期，也让
看衰这个传统行业的人大跌眼镜。
究其原因，扎实推进供给侧改革功
不可没。

一元复始，岁序更新，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又一次扬帆起航，满载而
归。2016 年 1 月 19 日至 23 日，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沙特、埃及、伊朗
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中
东之行是习近平 2016 年首次出访，
也标志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出
访足迹实现全球覆盖。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加速
演变的世界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大手笔布局，全方位
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个承前启
后的外交新格局全面展开——中国
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日益成形，中国
加快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蹄疾而步稳”。3 年多来，跟着
习近平的出访足迹，中国外交布局清
晰可见。出访 20 次，累计 138 天，行

程近 40 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飞行
近 10 圈，足迹遍布各大洲。同时，各
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代表纷
纷来华访问，握手中南海。

大国是关键，推动构建新型大国
关系；周边是首要，推动构建“亚洲命
运共同体”；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加强
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多边是重要
舞台，积极参与多边事务。中国外交
延续着基本的布局框架，同时不断开
拓创新，在处理同外部世界关系中所
展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将传承与超越、战略与策略、历史
与现实、中国与世界有机统一，开局、
布局，呈现负责任的大智慧。

有步骤，有章法；有高瞻远瞩的战
略布局，有以简驭繁的策略运筹；捍卫
利益正气凛然，对待朋友情深义重；该
担责任坚决担当，外交风云舍我其
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一路走
来，始终秉持。国际舆论借拿破仑“沉
睡的狮子”断言：中国已经醒了，而

习近平正肩负着带领全面苏醒的中国
走向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合作共赢
“世界上本无‘修昔

底德陷阱’”

大国是关键。
俄罗斯是大国，又是中国最大的

邻国。
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展开他

履新后的首次出访，对俄罗斯进行国
事访问，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布局
从此拉开序幕。中国外交顶层设计层
层铺展，令世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

抵达莫斯科首日，俄罗斯总统普
京全程陪同，历时8小时。2014年2月，
新春佳节之际，习近平不远万里前往
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邻居
家办喜事，我当然要来道贺，同俄罗斯
人民分享喜悦。”一语道出中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特殊性。

2015 年 5 月，习近平再次来到莫斯
科。红场大阅兵，普京在庆典上讲话，
称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3 年多来，俄罗斯是习近平留下
出访足迹最多的国家。两个携手走
向伟大复兴的大国，迎来了两国关系
的历史最好时期，走出了一条结伴而
不结盟、共同繁荣的新路。

美国是大国，中国如何与之相处？
历史曾经一再重复大国崛起的

怪圈，古希腊学者断言的“修昔底德
陷阱”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德
国学者沃尔夫冈·希恩甚至在专著中
预言，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中美可能
滑向一场“新冷战”。

然而，中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展
开的高瞻远瞩的思考，中美在应对气
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诸多重大领域
合作的事实及其所彰显的引领作用，
有力地驳斥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
阱”论调。 （下转第八版）

大 格 局 大 手 笔 大 胸 怀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实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球覆盖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