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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8 月 20 日，在赣江之滨，梅
岭山麓的南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江
西北大科技园区发展有限公司”诞生了。
说起公司的注册成立，公司总裁助理王云
霞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那时正值南昌的炎夏，近 40 摄氏度
的高温下，她抱着厚厚一摞材料来到南昌
经开区工商分局，对“江西北大科技园区
发展有限公司”的名字进行核准。紧接
着，联系第三方的会计事务所，花了近一
周的时间，对注册资本进行验资，并由他
们出具了一份验资报告。在拿到验资报
告以后，她再次来到南昌经开区工商分
局，填写了 10 余份不同的表格材料，焦急
地等待结果。与此同时，她还要赶去质监
局（现为市场局）、国税分局、地税分局，填
写提交一些重复的表格，在不同的部门之
间往返奔走，还要缴纳各种工本费和材料
费。经过一个月里数十次的奔波，花费三

四万元，王云霞终于拿到了“江西北大科
技园区发展有限公司”的证照。

王云霞说，几十摄氏度的高温下来回
奔波一个月，用比较流行的话说，就是“跑
断腿”，那时候觉得自己都要累瘫在地
上。所以，后来当她知道，公司扩大业务
范围，她需要负责注册成立新公司——江
西北大科技园建设有限公司时，她说，“我
已经做好了来回奔波几十趟，再‘掉个几
斤肉’的准备”。

然而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她有幸
搭上了政策的快车。按照国务院部署，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
革在全国全面实施，新版营业执照正式启
用，工商登记制度其他改革也逐步展开。
2014年4月，王云霞来到南昌经开区行政
服务中心，在工商分局窗口填写表格、递交
材料，5个工作日的时间，近乎“零费用”地
拿到了证照。不需要验资报告、不需要多

个部门奔波、不需要工本费、甚至连年检费
都不用，而这些都是她之前没有享受过的。

宽松的政策环境，激起了大众的创业
热情，而近乎“零费用”的注册成本，则让更
多的人，将“跃跃欲试”的创业态度化作“真
枪实弹”的创业实践。作为一家企业，江西
北大科技园享受到了“放管服”改革带给它
的便利；而作为一个众创平台，它又恰好见
证了“放管服”改革带给创业者们的机遇。
据王云霞介绍，近几年随着创业资本门槛
的降低，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创业浪潮。“仅
仅在我们这个平台，已经由前几年的40多
家企业通过平台注册，飙升至近200家，这
个数量还在持续增长中。”她说。

“江西北大科技园”两家企业诞生背
后，不仅仅是企业迈出发展壮大的脚步，
更是南昌积极主动“放管服”改革的缩
影。据了解，自“放管服”改革以来，南昌
经开区在政策范围内，大力拓宽“放”的范

围、健全“管”的制度、优化“服”的方式。
以“快字当头，先人一步，马上就办”的工
作作风，得到了辖区企业的认可。为了更
好地为企业服务，该区还为重大重点项目
开通“绿色通道”，加快企业入驻投产步
伐，并创造出了“一个工作日领证”的“经
开速度”。随着全国商事制度改革的进一
步深入，该区还紧盯企业市场主体的事中
事后监管，2015 年度辖区内 2320 户企业
通过网络监管平台，进行了年度报告公
示，接受社会与公众的监督。

“商事注册登记的便利化，使企业与
个体户注册数量不断增加，对企业的监管
也成为工作中的‘硬骨头’。”南昌经开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仅 2016 年，该区新注册企业便达 1165
户，同比增长 38.36%，新注册资本超 30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78.14% ，新 注 册 个 体
1995户，同比增长 37.02%。

江西北大科技园区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云霞谈“放管服”改革——

“ 从‘跑断腿’到‘加速度’”
本报记者 刘 兴

从驶离毛里求斯路易港算起，“向阳

红 10”船在西南印度洋已航行了 5 天。几

天的远洋征程下来，记者和许多“新大洋”

们已渐渐习惯了每天在船上“荡秋千”。

来自北京大学地质专业的博士程鹏却

是个例外。这个1992年出生的帅小伙是“新

大洋”中第一个“倒下”的，也是目前为止晕

船晕得最“凶”的。迄今，除了去卫生间，他从

未下过床，更没完整地吃过一顿饭，即便开

口说话，仍是一件颇费力气的事。

与程鹏不同，当慢慢适应了大海航行

的颠簸，且出海的新鲜感消失殆尽后，如何

学会与孤独共处是多数“新大洋”们要上的

又一堂必修课。此行，我们前往的作业区是

距离路易港 1000 多海里之外的西南印度

洋多金属硫化物合同区，这里平均水深

4000米至5000米，是真正意义上的远洋和

深海。近几天来，在茫茫大海上，“向阳红

10”船劈波斩浪，一直寂寞地行驶着：不见

岛屿、陆地，除了蓝天、白云以及偶尔掠过

的飞鸟，只剩下望不到头的蓝色。

“90 后”廖健林是第一次参加大洋科

考。“有一部抒情电影叫《海上钢琴师》，他

一生漂泊在海上，游轮于他是隔世的乌托

邦，能慰藉灵魂的只有指尖流淌的音乐。”

关于海上漂泊，以上曾是廖健林的全部想

象。他说，海洋是一片深邃的蓝，在真正

了解事实之前，他以为那是一种浪漫，但

渐渐的视野所及始终只有几公里外的海

天交界线，心里开始有些发毛。

和廖健林对大海的幻想差不多，“向

阳红 10”船的三副赵遵涛今年 27 岁，从

小没见过海的他对于大海的向往主要源

于一句诗——“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于是，几年前满怀憧憬

的赵遵涛成了一名船员。刚开始，一切

都是那么新鲜，根本顾不上想家，可时间

长了，尤其是动辄大半年漂在海上，整日

与逼仄的空间、巨大的噪音为伴，赵遵涛

一度质疑过当初的选择。

唱歌、打牌、玩“狼人杀”、运动、交换

影视剧资源⋯⋯培训或工作之余大家开

始寻找消遣的方式，主动自我调整。

今年 60 岁的苏光华来自国家海洋局

第二海洋研究所，早年曾参加过海岸带

调查，“那时没有收音机和电视，唯一对

外联络的方式就是电台”。

船长吉祥自大学毕业以来，已在海上

工作了 23 年，早年常跑商船的他毫不讳

言海上生活的枯燥——起初登船，一见面

大家聊得热火朝天，几天过去，想说的话

说完了，更多时候只剩下了大眼瞪小眼。

这 就 是 真 实 的 海 上 生 活 。 不 过 ，

很 多“ 老

大洋”说，

习 惯 了

就 好 了 ，

咬牙坚持

下去就是

胜利。

孤 独 中 的 坚 守
沈 慧

2 月 24 日，在江苏阜宁县益林镇境内工程施工人员跨越新（沂）至长（兴）铁路架线。当日，锡盟—泰州±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线路工程顺利跨越新长铁路。该工程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四交四直”工程其中之一，建成投运后，每年将向江苏输送电

量 550亿千瓦时，相当输送煤量 2520万吨，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4950万吨，有力促进长江三角区域大气污染的防治。 汤德宏摄

本报讯 记者雷婷、通讯员焦键报
道：2 月 24 日 10 时，满载 41 个集装箱共
1000 吨乌兹别克斯坦优质棉纱的（塔什
干—西安）中亚班列，经过 14 天的运行，
抵 达 西 安 铁 路 局 新 筑 车 站 。 这 是 自
2013 年西安开行中亚班列以来，首次迎
来“白金之国”——乌兹别克斯坦的始发
集装箱班列。

此次开行的中亚班列是首趟乌兹
别克斯坦到西安的棉纱专列。班列货
源组织方招商局物流集团表示，将进一
步加快乌兹别克斯坦棉纱进口项目的
推进，计划每月进口约 3000 吨优质棉
纱，以西安港为集散中心进行分拨，实
现中亚回程班列每月 2 至 3 列的常态化
开行。

据介绍，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将
以此次中亚班列（塔什干—西安）的开行
为契机，瞄准中亚地区粮油、棉纺等特色
产品，与西安铁路局共同加强货源组织
工作，不断加密开行回程班列，打造西安
港中亚特色产品集散分拨中心。

首趟中亚棉纱专列抵达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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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闻库表示，我国移动通信产业研发能
力显著增强。支持形成 4G 系统、终端、
芯片、仪表等完整产业链，系统厂家在全
球 4G 领域处于优势地位，终端芯片企业
突破了 5 模 10 频、28nm 芯片工艺。同
时，4G实现了产业化和全球规模商用。

截至 2016 年 11 月，中国 4G 用户达
到 7.34 亿户，占移动电话的比重超过了
50%，达到 55.7%；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
规模最大的 4G 网络，4G 基站总数达到了
249.8万个。

从受制于人到引领标准

2G、3G 时代，我国移动通信仍处于
跟随地位，虽然在产品上的产业能力不
错，但在专利上经常受制于人。

4G 时代的来临，为各国划出了一条
新的起跑线，我国需要抓住机遇，不仅要
在产品、产业上占有市场，而且要在专利
上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我们希望在核
心技术上有突破，在专利标准上有我们的
话语权。”邬贺铨说。

为此，重大专项积极在移动通信技术上
寻求突破，工程师们试图把移动通信成本尽
可能降下来，实现价格便宜又好用的终端，
但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标
准”成为制约中国移动通信技术的瓶颈。

“在一些发达国家，移动通信的标准
是比较单一的，欧洲在4G领域就是LTE-
FDD 的标准，3G 的时候是 WCDMA，2G

的时候是 GSM 标准，美国也是比较单一
的标准。中国则不同，我们采用的移动通
信标准较多，移动通信体系要同时支持好
几个标准。”邬贺铨说，“现在我们 4G的手
机能够支持 2G、3G，而 2G 有 GSM 标准、
CDMA 标准，3G 里面有 TD 标准、WCD-
MA 标准，4G 里有 TD-LTE 标准、FDD-
LTE标准，不光标准多，频率还有很多，所
以中国的手机终端是全世界最复杂的”。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到多频多模，
既便宜又好用，确实是一个挑战。要解决
这个问题需要很多的技术支持，包括频分
复用技术、智能多天线技术、宽带技术
等。“在这方面我们不仅攻克了多频多模
的技术难题，还满足了用户希望长待机、
低功耗、应用好的需求。”邬贺铨说。

因此，市场上现在便宜到只售几百块
钱的小小的移动终端，实际上却是高技术
集成设备，而且伴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
我国移动通信领域专项的开发从未停
止。据邬贺铨介绍，专项支持下的企业，
不可能开发出一个终端以后，就放慢更新
的步伐。像苹果公司，几乎每年都有新的
版本，其他的智能终端公司可能半年甚至
更短时间就要推出新的版本，因此，专项
工作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创新的过程。

如今，我国在移动通信领域国际标准
参与度显著提升。“我国主导制定的 TD-
LTE- Advanced 成 为 4G 国 际 标 准 之
一。不光如此，我们还在此基础上做了一
些衍生，如传统的对讲机只能按住来说

话，你说一句他说一句，而现在以 4G 为
基础的多媒体的对讲机，标准叫做 B-
Trunc，不光能说还能看，这个标准也成
为了国际标准。”闻库说。

从 4G 的并跑到 5G 的超越

随着 4G 的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形
成并肩之势，同时，中国移动通信正向着
5G“进军”！5G 要求的不仅是更宽的带
宽、更高的速率，而且要在应用中做到低
延时、高可靠、低功耗、大连接。

“现在高铁时速只有 300 公里，还常
常出现信号不佳的状况，高铁提速可至
500 公里，这时如何保障流畅的通信就是
5G时代要解决的问题。”邬贺铨说。

如 果 仅 仅 把 5G 看 作 是 4G 的 高 配
版，那就太小瞧它了，未来 5G的发展有可
能为人们开启完全不同的生活。

“新一代移动通信可以实现车联网，
将来利用 5G能帮助人们避免高速公路上
的交通事故，因为移动通信能够快速反
应，使车与车之间、车与路之间通信时延
达到一毫秒，相比 4G降低 90%。而有了
这样的体验，时髦的VR、AR都将大有作
为，比如通过虚拟现实仿真要开发的设
备，通过 VR 训练工人掌握维修的方法
等，AR、VR将不只是游戏平台，而将成
为产业应用。”邬贺铨说。

正是基于 5G 的巨大前景，我国先于
国际上启动了 5G 的研发，2013 年，率先
推 出 了 5G 的 推 动 组 IMT- 2020 推 进

组。之后组织产学研用各个方面率先提
出了 5G 概念、技术路线，完成 5G 的愿景
与需求研究，并发布了 5G 无线和网络技
术架构等白皮书。启动 5G 技术研发试
验，工业和信息化部也明确将 3.5GHz 作
为 5G 试验频率，加速推进技术、标准、研
发和业务应用的协同发展。

“十三五”期间，宽带移动通信专项将
继续围绕着总体目标，聚焦在 5G 和 LTE
增强技术研发这两个方面。5G 方面重点
推动形成全球统一的 5G 标准，基本完成
5G 芯片及终端、系统设备研发，推动 5G
支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应用融合创新发
展，为 2020年启动 5G 商用奠定了产业基
础 。 在 LTE 增 强 技 术 方 面 ，重 点 支 持
LTE 增强关键技术、终端芯片等产业链
薄弱环节的研发。

“移动通信是全球的，我们国家什么标
准都有了，最难的一件事是我们的终端，现
在中国的终端是世界水平最高的终端，6模
12频。移动通信人的梦想是有一个统一标
准，这样使得我们整个造价成本能降下来，
才能真正共享产业的规模效益，共同推进
全球 5G的繁荣发展。我们也欢迎国内外
的企业来参与我们的研发。”闻库说。

总的来说，宽带移动通信处于快速发
展和变革时期，我国在宽带移动通信领域
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推
进力度，攻坚克难，加快核心技术的突破，
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作
用，为实现 2020年的总目标而努力。

（上接第一版）

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的同时，北京找准非首都核心
功能，“控增量、疏存量”，运用目录引导、资金奖励、
差别化价格等市场手段，用成本“高地”引导企业调整
退出和转移疏解。3 年来，北京累计调整疏解动物园、
大红门、天意等批发市场商户 370 余家，清理淘汰一般
性制造业企业 1300 余家⋯⋯截至 2016 年末，北京市常
住人口为 2172.9 万人，增速同比下降 0.8 个百分点，其
中城六区常住人口实现了由升到降的拐点，比 2015 年
下降 3%。剥掉了“白菜帮”，集中力量做好“白菜
心”，这条减量发展、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的新路，让
首都更加轻盈腾飞。

天津、河北在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中受益。天津着
力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承接中关
村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强
身聚核”。河北把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加快补齐
发展短板结合起来，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强
力化解过剩产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更为耀眼的
是，北京新机场建设横跨北京大兴和河北廊坊，成为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之一。

重 点 领 域 率 先 突 破
做大做实发展“底盘”

《纽约时报》 认为，京津冀一体化的范围打破了西
方国家对超级城市内部距离不超过 100 公里的基本认
识，主要是因为中国高铁的速度，使在更大范围内打造
一小时经济圈成为了可能。

3 年来，“轨道上的京津冀”全面提速，京张、京
霸铁路等重大轨道交通项目加快建设，一批“断头路”
和“瓶颈路”打通扩容，彻底改变了以往以北京为单中
心的放射状交通格局,建立起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多节
点、网格状、全覆盖的京津冀互联互通交通网络，京津
冀 1小时交通圈和半小时通勤圈初步形成。

交通、生态、产业是符合目标导向、现实急需、具
备条件的三大重点领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破
口”和“先手棋”。

生态共建初见成效。目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
污染和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引滦入津生态补偿机制等
跨区域生态环保工作机制均已初步建立。河北在全国率
先完成全省域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升级改造、全面关
停取缔实心黏土砖瓦窑和拔烟囱拆锅炉三大任务，启动
保定、廊坊地区禁煤区建设行动和钢铁企业退出工作。
2016 年，京津冀区域 PM2.5 平均浓度比 2013 年下降约
33%。

产业转移硕果累累。京东的总部在北京亦庄，物流
配送中心在河北廊坊；六必居、稻香村等一批北京老字
号的加工链纷纷移向河北；现代汽车沧州第四工厂建成
投产⋯⋯同时，三地产业版图正在重构：北京研发、设
计能力强和现代服务业发达，天津总装制造和研发转化
能力强、港口物流业较为发达，河北资源丰富、产业门
类齐全、要素成本低——三地优势互补，朝着“理顺京
津冀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
联动机制”的方向发展。

关键领域的突破，带来三地经济紧密融合。2016
年，北京企业在天津、河北的投资认缴额分别为 899 亿
元、1140亿元，分别增长 26％和 100％。2014年至 2016
年，河北省引进京津资金 11041亿元，占全省同期引进省
外资金的一半以上；天津市引进京冀项目 4856 个、资金
5200多亿元，分别占全市的 35.6%和 4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3 年来，3 省市还坚持把“民
生决定目的”理念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实施一批
重点公共服务工程项目，补齐发展短板，公共服务共建
共享取得新突破：教育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医疗卫生合
作务实有效，区域旅游一体化格局初步建立，京冀共同
做好冬奥会筹备工作，脱贫攻坚也取得重要进展。

改革创新风起云涌
协同机制加快构建

燕山莽莽，海河汤汤，京津冀不是一块一块拼接出
来的区域，而是一起长大变强的生命共同体。京津冀协
同发展是一场系统性、重构性建设，需要破解一些长期
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没有先例可循，必须向改革
要出路、想办法。

在过去，“分灶吃饭”，京津冀有个“你我他”的关
系；上下看，还有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关系。而随着
协同发展的推进，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企业形成更多的总
分结构、母子结构、上下游结构，由此带来了三地横向
间的税收分享、排放指标转移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一
个跨区域的利益共享机制的探索迫在眉睫。

3 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下决心破除限制
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的要求，三地着眼大
格局、秉持大胸怀，对重点领域改革创新加快推进，通
过全面深化改革初步形成新的协同体制机制。

在投资一体化方面，三地跨区域组建了一批市场主
体。京津冀三地与铁总共同出资成立京津冀城际铁路投
资公司，通过投资一体化促进区域轨道交通网络一体
化，已启动京唐城际铁路先期工程。津冀组建了津冀渤
海港口投资公司，共同开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管
理运营。

在交易一体化方面，注重发挥市场化交易机制的作
用，探索推进生态建设项目产业化和用能权、用水权、
排污权的跨区域交易。北京与承德开展了跨区域碳排放
交易试点，京津冀技术交易河北中心加快建设。

在运营一体化方面也进展明显。河北机场集团纳入
首都机场集团统一管理。京津冀海铁联运集装箱班列正
式开行，实现了三省市海运与铁路运输、公路与铁路运
输有效连接。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合
作在京津冀率先启动。

一批产业转移税收收入分享办法因事制宜，大胆探
索。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实行 4∶4∶2 的利益共享
模式；保定市中关村创新中心由保定委托中关村管理机
构管理；京冀就北京新机场建设期税收按 1∶1 分享；
京津冀地区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异地搬迁资质互
认⋯⋯

“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3 年来，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整体性、联动性、协同性进一步增强，且正
在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一个辐射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
的新首都经济圈，一个世界级城市群，一个新的经济增
长极，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正在起飞。

起飞！新的首都经济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