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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河北唐山冀东水泥三友
有限公司旗下代表着国际最高水泥标准
的美标水泥出口 27 万吨。这个数字是
前一年出口总量的近 7倍。

就在两年前，冀东水泥还处于资金
链随时可能断裂的境地。行业产能的严
重过剩，使水泥企业陷入恶性竞争的价
格战。2015 年，京津冀地区熟料 （水
泥半成品） 产能利用率仅为 50%，远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华北地区水泥业出现
历史罕见的全行业亏损。北京金隅股份
旗下的水泥业务也不例外。“去产能”
成为不得不直面的现实。

金隅股份和冀东水泥这两家在京津
冀水泥熟料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30%和
27%的巨头，顺势从竞争走向合作，拉
开国内最大规模的水泥行业整合重组大
幕。

2016 年 4 月，金隅冀东战略重组计
划正式实施。重组完成后，金隅股份将
成为冀东水泥的控股股东，金隅冀东水
泥作为金隅和冀东唯一的水泥、混凝土
业务平台，成为中国第三、世界第五大
水泥企业。新冀东水泥将根据实际供
需、生产成本等情况统一安排生产计
划，对低效产能进行技术和产品升级或
采取停产、限产措施。

重组带来的益处随即显现：当年 6
月冀东水泥即迎来 18 个月以来的首次
单月盈利，年底扭亏脱困；金隅在京的
水泥厂转型为环保科技企业，水泥窑成
了处理危险废弃物的“利器”。金隅的
环保及固废处理技术将在新冀东“复
制”，给水泥厂带来环保收益。这一重
组案例，也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在实体经济领域推进的
范本。

同在2016年，北京关停京煤集团王
平村煤矿和长沟峪煤矿，化解煤炭产能
180 万吨；推动首钢总公司化解外埠钢
铁企业产能，化解粗钢产能 210 万吨；
关停北京强联水泥有限公司等 4 家企
业，压缩水泥产能 300 万吨。仅北京国
有企业，就疏解大红门、动物园等区域
性批发市场，关闭 11个市场，疏解商户
近7000户。

产业协同取得实打实的进展。两年
前，首钢总公司发起设立首钢基金，搭
建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天津未
来科技城京津合作示范区等首都产业转
移承接平台，推动北京市属企业向具有
专业优势的平台聚集。

在首钢基金的推动下，2015 年 8

月，唐山市人民政府、曹妃甸区人民政
府与曹建投公司三方共同签署了 《曹妃
甸先行启动区和试验区片区开发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框架协议》，明确了
曹建投公司的开发经营模式、税收优惠
政策等，标志着 109 平方公里的曹妃甸
现代产业试验区由顶层设计转入具体实
施阶段。

截至目前，北京市属企业在津冀计
划投资额超过 2000 亿元，曹妃甸产业
先行启动区已签约 16 个项目，首农三
元工业园、北汽现代四工厂等落户津冀
项目正式竣工投产。

产业转移了，北京未来发展什么
呢？当然是“高精尖”——打造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战略新兴产
业策源地，承担京津冀地区产业研发、
设计、服务等功能，辐射全国。

代表北京创新创业活力的“创客”工
厂，已悄悄走出市中心，在北京市郊区开
花结果。在北京西大门的门头沟区，中
关村门头沟科技园内，3 万平方米的创业
创新孵化器——京西创客工场一期、二
期相继满员，逐步形成创业圈、投资圈、
生活圈“三圈融合”的服务体系。

随着一批创新创业的企业落户，创

客工场成为京西集成电路设计、工业机
器人、无人机等新兴产业聚集区，实现产
业结构提档升级。遨博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是首批入驻的企业之一，负责人匡云
鸥坦言，入驻门头沟后，办公场地一下子
扩展到 2200 平方米，研发队伍随之迅速
扩张。

位于北京东南的通州区，种子“硅
谷”研发中心刚刚破土动工。称这里为
种子“硅谷”，是因为北京农科城通州
种业园经 5 年建设，已聚集了一批国际
一流的种业企业及中国农科院、中国农
业大学等高校。将在 2018 年底投用的
研发中心是种子“硅谷”的核心，国家
级种子实验室、检测实验室、种苗健康
检测中心、品种权认证中心等平台都将
入驻。

作为北京实体经济主力军，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践代表了北京先进制
造业的发展趋势。在这里，奔驰、京东
方、中芯国际等一批重点企业迅速壮
大。数据显示，2016 年，开发区预计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 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增长 30%。

开发区通过抓产品结构调整、产业
结构调整和政府服务内容调整，用良好

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实现产业产品
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就产品结构调整来
说，开发区支持企业通过增品种、提品
质，不断满足国际、国内市场需求，提高
有效供给。

这样的思路为企业带来了出路：奔
驰全年产销突破了 30 万辆，同比增长
30%以上；京东方新产品在国际高端市
场占有率接近四成；中芯国际从 2013 年
只能生产 3 个技术档次 5 种产品，到现在
可以做到 19 种产品⋯⋯这些企业的新
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开发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也很“有
一套”：加速退出没有比较优势、劳动密
集型行业企业，把有限的资金、土地等资
源用到填空白、补“短板”的高精尖产业
上。支持拜耳、赛诺菲扩建，将一类新药
以及市场需求旺盛的药品投放在开发区
生产。支持中芯国际扩产，不断满足我
国集成电路市场需求，同时实现高科技
产品制造出口。

此外，政府部门还围绕增强企业创
新能力，增强对人才、团队创新创业服务
能力等方面精准施策，使人才创业、企业
创新的过程中，能更便宜更方便地找到
所需资源。

京津冀产业协同渐成声势
本报记者 杨学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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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冀之间众多交通大动脉中，建设
中的延崇高速公路，穿山越岭将北京延庆
和河北张家口崇礼连在一起。这条高速
公路是京津冀一体化西北高速通道之一，
也是 2022 年冬奥会赛场联络通道，全长
113.7公里，将于2019年底通车。

按照《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北京、
天津山区和张家口、承德山区将成为绿
色生态产业带，重点发展绿色低碳产
业。如今，一场即将到来的冰雪“盛宴”，
更让这条绿色生态带备受瞩目。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张
家口已引进北京资金 1047.01 亿元，占
其引资比重的 49.5%。可再生能源应用
综合创新示范特区、怀来航空航天产业
基地、中关村京西科技综合园、阿里巴
巴北方云基地数据港张北数据中心等一
批大项目先后落户。

以筹办冬奥会为契机，张家口确定

了“四大两新一高”的绿色产业体系。现
在，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和生态环境
的改善，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
如今正值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冬奥会成
功后的第二个冬季，数九寒天也不能消退
因筹办冬奥会而掀起的冰雪游热潮。

近几年，张家口滑雪旅游产业发展
可以用“迅猛”来形容，已建成万龙、
云顶、太舞等 6 家知名滑雪场，共有雪
道 133 条、136.6 公里。配套宾馆酒店
250 多家，其中星级酒店 23 家。上一
个雪季，到崇礼赶“冰雪大集”的滑雪
爱好者达 250万人次。

随着京张高铁、延崇高速的修建，张
家口加快融入京津冀“大家庭”。目前，
张家口17家医院与北京天坛医院、积水
潭医院等开展“点对点”合作。旅游服务
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让百姓“腰包”鼓
起来。

眼看张家口冰雪体育产业日渐成
型，与京张呈三角之势的河北承德也不
甘落后。随着冬奥会临近，我国的冰雪
产业正由以黑龙江哈尔滨为首的东北冰
雪城市向京津冀地区“南移”。计划
2019 年底通车的京沈高铁，将使承德
到北京时间压缩到 1 小时内，与京津都
市形成 1 小时交通圈，哈尔滨到承德也
只需 3小时。

承德前不久发布了《承德冰雪运动
旅游产业区规划2016-2025》和《承德休
闲体育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5》。按
照规划，为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打造

“北冰南移”桥头堡，承德将构建“冰雪+”
产业发展路径，塑造“避暑胜地 冰嬉之
都——承德冬夏都好玩”城市品牌形
象。承德将与京张形成“金三角”，既协
同又差异化地“掘金”冰雪产业。

文/本报记者 杨学聪

“ 金 三 角 ”掘 金 冰 雪 产 业

·产业转移

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报道:近日，重庆市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培育和发展分享经济的意见》,提出
分享经济是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
分散化闲置资源，连接、配置最优供需资源的信息经济新
形态。加快培育和发展分享经济有利于促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倒逼经济转型升
级，释放发展潜力和活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重庆提出，将突出企业主体作用，按照市场化方式，
大力推进海量、分散、闲置的各类资源通过网络整合、流
动和利用。要加快推进生产能力分享工程，引进发展生
产能力分享关键平台，鼓励发展生产能力分享新业态、新
模式；全力推进创新资源分享工程，不断完善创新资源分
享运营服务体系，着力打造特色创新资源分享示范基地；
稳步推进生活服务分享工程，鼓励行业应用软件和平台
开发应用，着力完善生活服务分享监管机制。《意见》明
确，要结合重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或薄弱环节，启动产
能设备、科研仪器、紧缺人才等分享工程，助力产业创新
发展，同时紧扣民生热点难点，启动知识技能、教育等分
享工程，进一步改善民生。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通讯员粤科宣报道：《广东省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将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这是自 1996 年国家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后，
广东首次制定出台的地方性科技成果转化法规，标志着
广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进入新阶段。

该《条例》遵循三大原则：一是坚持需求导向，把握市
场规律，强化智力劳动价值的分配原则；二是坚持改革创
新，转变管理职能，优化创新环境的原则；三是坚持权责
一致、利益共享，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条例》立足科
技体制改革总体部署，一方面注重聚焦解决广东科技成
果转化突出问题，另一方面注重体现广东科技立法特色。

相关人士表示，《条例》从立法层面为解决阻碍广东
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痼疾提供了法制保障，是广东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政策洼地”向“环境高地”转变的
重要举措，将有利于广东营造优越的体制机制与法制
环境。

启动科研仪器、紧缺人才等分享工程

重庆加快发展分享经济

坚持需求导向和改革创新

广东出台条例促科技成果转化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召开的广西工业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行动计划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十三五”期间，广西将在机器人、智能制造、石墨
烯、新一代信息技术、海洋工程装备、生物医药、节能环
保、军民融合及传统产业等领域重点突破，加快构建结构
优化、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据了解，广西已出台《推动广西工业产业转型升级专
项行动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重点突破的 10 个专
项行动计划，明确了“十三五”期间发展目标和方向。比
如，机器人产业，2020 年实现年产值 100 亿元，2025 年
将广西建成全国最活跃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区域性机器人
和智能装备产业基地之一；石墨烯产业，2020年基本形成
具有广西特色，集产品研发、推广应用、技术服务于一体的
石墨烯产业体系；智能制造产业，到 2025年，广西制造业
全面进入智能化制造阶段；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5%以上，2020年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争取达到2000亿
元；新能源汽车，到 2020年，全区形成新能源整车年生产
能力 40 万辆，并形成新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开发、生
产、销售、检测、服务为一体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体系。

据了解，为加快实现广西发展动力的转换，2016 年
10 月，广西成立了自治区新兴产业发展办公室和自治区
科技创新发展办公室，统筹推进自治区新兴产业发展和
科技创新发展。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广西十大行动计划推产业升级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图为工人在位于渤海新区的黄骅世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操作焊接机器手工作。河北省沧州渤海新区主动承接京津产业转移

和科技成果转化取得良好效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这个平台真是太方便了，以前需要
等 1 个月的贷款，现在申请后 1 周左右就
解决，还能同时向 3 家银行申请，获得
最优惠的贷款政策，切实解决了我们农
业企业的资金难题，是名副其实的助农
好帮手啊。”日前，刚刚使用河北廊坊
市中小企业贷款网上对接平台获批 400
万元贷款的津锡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冯
伯勋笑了。

作为一家从事农机具加工制造的企
业，“津锡”公司一直被贷款难、贷款慢困
扰。恰在此时，从张家口银行大城支行
获悉了廊坊市中小企业贷款网上对接平
台上线的消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该
公司从网上递交了一份《贷款申请表》，
出人意料的是，企业发出申请不到 1 周，

这笔贷款就投放到位了。
随着《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规划》

正式获批，廊坊西部的空港新区作为临
空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廊坊正加快
形成与京津协调联动，产业层次高、创新
能力强的产业布局。

廊坊市中小企业贷款网上对接平台
2016 年 6 月 16 日的正式上线，是廊坊市
提高工作效率、开展优质服务的一大亮
点。该平台由廊坊市委、市政府倾力打
造，引入“互联网+金融”理念，为企业和银
行搭建了一个常态化平台，在河北省是唯
一一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截至目前，
廊坊域内 167 家具有贷款审批权限的银
行全部接入平台系统；各银行实地走访企
业进行专项辅导 4560 户，通过对接平台

注册企业共计 7241 户；通过平台申请贷
款企业 2890 家，共接收企业贷款申请
4040 笔，累计申请贷款金额 654 亿元，银
企 成 功 对 接 3769 笔 ，对 接 成 功 率
93.29%，累计发放贷款共计510余亿元。

据了解，该对接平台由信用信息采
集、贷款网上申请、金融综合服务 3 个子
平台组成，具有方便、安全、快捷等优点，
旨在加快推动廊坊市中小企业信用体系
建设、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优化中
小企业融资环境、防控银行信贷资金风
险，实现银行、企业互利共赢。

通过廊坊市中小企业贷款网上对接
平台，企业只需网络注册用户，填写准
确、完整的信息和申请表，就可同时向辖
内 3家银行发出贷款意向，最大限度提高

贷款获批几率。同时，银行也可通过平
台接收企业贷款申请资料，线上了解企
业的信用状况和经营情况，并在 3个工作
日内回复贷款申请受理意向。

廊坊市政府金融办主任纪连永认
为，中小企业贷款网上对接平台为广大
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搭建了一个信息互
通的实时交流对接平台，实现了银企双
方在时间和空间的无缝对接，利于推动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人行廊坊市中心支行行长曹建强表
示，中小企业贷款网上对接平台建立起了银
企对接常态化机制，解决了银企信息不对称
的突出问题，为企业融资和银行拓展服务开
辟了便捷通道，对于建立银企互信、壮大银
行客户群体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搭建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实时交流对接平台——

河北廊坊：中小企业网上融资方便了
本报记者 乔金亮 通讯员 陈 童

本报杭州 1 月 3 日电 记者黄平、通讯员徐燕飞报
道：今天，浙江省举行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据悉，此次共有 624 个、总投资 7903 亿元的项目参
加集中开工活动，2017 年度计划投资 1390 亿元。处在
新常态下的浙江经济，正通过一系列重大项目、一项项有
效投资，为更加长远健康的发展积蓄能量。

2016 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举行了两批全省扩大有
效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扩投资、稳增长、调结
构、惠民生、补短板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到目前为止，两批共 1282 个参加集中开工活动的重
大项目全部实现开工目标，完成年度投资 3300 亿元，投
资完成率达到 124%。全省建成重点产业项目 130 个，投
资增长 39%；新开工杭绍台、甬金、金建等高等级铁路 3
条，杭新景、龙浦高速全线建成通车，新增高速公路里程
148公里；建成教学用房 630万平方米，投用医疗、养老床
位 4.1万张。

与去年相比，从项目规模看，参与今天集中开工活动
的项目，100 亿元以上的项目有 12 个，总投资 2129 亿元，
占比 26.9%；50 亿元—100 亿元的项目有 18 个，总投资
1168 亿元，占比 14.8%；20 亿元—50 亿元的项目 52 个，
总投资 1430 亿元，占比 18.1%；10 亿元—20 亿元的项目
102个，总投资 1351亿元，占比 17.1%。

今年计划投资 1390 亿元

浙江624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