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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介中国特
色企业文化建设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人物，为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增添正能量，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中国
工人出版社、中外企业文化杂志社和企业文化杂志社决定联合举
办“全国企业文化故事”征文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参赛对象
全国各企事业单位
二、参赛作品要求：
1.思想性、艺术性：企业文化故事不是先进事迹介绍和报道，

也不是单位或个人的年度工作总结，要有情节有人物，特别是人
物要有血有肉，符合故事的结构和要素，主题鲜明、生动感人,弘
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2.真实性、原创性：参赛作品应是本单位所发生的真实的人物
和事件，不得虚构。同时，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严禁抄袭和剽窃。

3.感染力、接地气：参赛作品应来自员工生活，以道德力量感
染人、以工匠精神感染人、以诚实劳动感染人、以创新创优业绩感
染人，深接地气，可传播，可推广。

4.参赛作品数量与字数限制：每个企业和个人报送的企业文
化故事数量不限，但每个故事字数须控制在1500～3000字。

三、奖项设置及表彰
1．本次大赛设一等奖10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0名、奖金

2000元；三等奖50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100名、颁发纪念品；
组织奖若干名。

2.获奖者均赠送《全国企业文化故事》（暂定名）一本。
四、赛程安排
1.征集：即日起开始“全国企业文化故事”征集，截止日期为：

2017年7月30日。
2.评审：初评阶段8月1日～8月15日，终评阶段8月16日～

8月31日。

3.表彰：2017年年底召开的《全国企业文化故事》首发式上举
行表彰仪式，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具体时间和地点另
行通知）

4.赛事宣传:中国企业文化杂志、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外企业
文化杂志、网站及公共微信平台将分别开设活动专栏，定期刊登
入选作品。全部入选作品将汇集成册，编辑出版《全国企业文化故
事第一辑》，拟请全国总工会领导作序并向中国党建网、新华网、
人民网、中国网、光明网、中国经济网、千龙网等新闻媒体推荐。

五、征文选题参考
1.企业社会形象和责任；
2.企业品牌打造和推广；
3.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军人物；
4.企业先进、模范人物；
5.企业党团工青妇建设；
6.企业和谐文化构建与协调发展；
7.企业工艺革新和工匠精神；
8.企业文化引领破解发展瓶颈。
六、报送方式
1.电子版投稿邮箱：qgqywhgs@163.com，主题标明：全国企

业文化故事征文
2.纸质版投稿地址：北京市昌平区102218-5信箱 全国企

业文化故事征文组委会收（邮编：102218）
联系人：洪本圣 李春怀
联系电话：13021059188 010-61794110

3．投稿时，请附 100 字左右的个人简历、单位名称、联系地
址、邮编、手机、电话等。

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外企业文化杂志社 企业文化杂志社

2017年6月

关于联合举办“全国企业文化故事”征文大赛的启事

以下单位《金融许可证》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其要素为：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焦作市分行

机构编码：A0002L341080001

流水号：00284705

住所：河南省焦作市人民路899号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11月2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焦作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07年06月06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焦作市分行

2017年06月13日

《金融许可证》遗失声明

在今年上海国际车展上，奇瑞
智利经销商 Hugo 见证了奇瑞展车
备受国内外观众关注的火爆场景后
感慨，“作为海外合作伙伴，我对奇
瑞全新一代产品在智利的市场前景
充满信心”。据奇瑞新闻发言人王
玮介绍，奇瑞汽车已经覆盖全球 80
余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10 个生产基
地、5 个海外子公司和 1500 余家经
销和服务网点，“毫不夸张地说，奇
瑞在海外已经成为传递友好合作的

‘中国名片’”。
在企业全球化水平持续提升、

海外市场声名鹊起的背后，是强有
力的改革政策支撑。去年 9 月份，
安徽省出台《关于促进外贸回稳向
好的实施意见》，采取加大进出口融
资力度、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加快

出口退税进度等一系列举措，促进
全省外贸优化结构、转型升级、创新
发展。几个月来，实施意见收到明
显成效：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进出口
总值 752 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
增长 29.6%，进出口增幅高于全国
7.8个百分点。

对企业来说，好政策是实打实
的竞争力。“通关更便利，为企业在
海外竞争中赢得了时机；退税效率
更快，则为企业及时周转资金、实
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奇瑞
公司副总经理、国际公司总经理何
晓庆说，前不久，芜湖市地税局征
管分局还上门服务，支持奇瑞充分
享受税收协定的优惠，以更好地参
与国际竞争。

软环境提升了，企业的发展更
加欣欣向荣。5 月 11 日，奇瑞海外
市场传来“捷报”：4月份奇瑞汽车出
口 10030 辆，同比增长 58.2%，继续
蝉联国内汽车企业出口销量第一

位。“去年以来，随着我们战略2.0产
品的上市，奇瑞产品结构发生了很
大变化，品牌溢价也大幅提升，能够
与日韩产品一较高下。”提及奇瑞这
两年的发展，奇瑞汽车总经理陈安
宁颇为自豪。

记者采访中获悉，通过几年的
战略转型，奇瑞建成了国际标准
的“V”字形产品开发流程，全球一体
化的 CPS（奇瑞生产方式）和 TPM

（全面生产管理）推进平台，为打造
高品质产品、提升品牌价值打下了
坚实基础。以产品可靠性为例，奇
瑞2.0产品的IPTV（千车故障数）已
达到 25 的水平，代表产品艾瑞泽 5
的 IPTV 更是达到了 20，超越大部
分主流合资品牌产品。

从对合资品牌望尘莫及，到比肩
驰骋国际市场，奇瑞的“秘诀”只有一
个：坚持自主创新。据介绍，近年来，
奇瑞整体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始终
保持5%至10%，拥有全国最大、最先

进的汽车工程中心。截至 2016 年
底，奇瑞累计申请专利 14316 件，授
权专利9155件，拥有发明专利2475
件，位居中国汽车行业第一。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升核心竞
争力，当地政府给予了真金白银的
奖励。仅去年一年，芜湖兑现全市
专利资助、补助、奖励共 5630 万元，
5 年来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3.87 亿
元。按照芜湖市相关奖励政策，每
件发明专利经一国授予可获 2 万元
奖励；被授予中国发明专利的，每件
给予1万元奖励。

“好的政策和营商环境是企业
发展的坚实‘靠山’。”奇瑞公司董事
长尹同跃说，奇瑞已开始着手战略
转型3.0阶段布局谋篇，致力于抢得
未来新一轮市场竞争发展先机，重
回行业领先地位，争取在 2020 年后
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品牌车
企，让中国汽车真正在国际市场上

“走上去”。

奇瑞公司管理层谈政策改善助力企业更好参与国际竞争——

软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坚实“靠山”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赵丹丹

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报道：新
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5·11”
地震发生后，该县全力推进抗震救
灾、恢复生产，受灾群众得到及时妥
善安置。目前，震后重建已全面启
动。自治区要求，要确保今年入冬
前全面解决受灾群众住房问题，一
年半时间完成恢复重建任务，在灾
后重建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于

我国西部边陲的喀什地区，地处帕
米尔高原，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
多发，为国家级贫困县。5月11日5
时58分发生的5.5级地震，造成8人
死亡，经济损失严重。震后一个月
来，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
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
提·扎克尔表示，确保用一年半时间
完成恢复重建任务，使灾区生产生
活条件恢复并超过震前水平。

新疆提出，在灾后重建中，要
努力实现居住安全有保障、公共服
务有改善、基础设施有提升、经济
社会有发展、防灾能力更有效。全
面加强灾害预警体系建设，加强对
山洪、泥石流、滑坡和不稳定斜坡
体等灾害风险区和隐患点的综合
治理，提升紧急救援救助能力。

地震发生后，自治区发展改革
委迅速成立规划编制小组，并于地

震发生当日深入受灾一线进行调
研，详细了解居民住房，教育、卫生
等公共服务设施，交通、水利、电力
等基础设施灾损情况，逐步完善形
成了《塔什库尔干地震灾后恢复重
建总体规划方案》。

针对地震造成倒塌房屋面积较
大的情况，塔什库尔干县充分利用
廉租房、安居富民房、固定毡房等，
对受灾群众进行过渡性安置。同
时，优先建设受灾群众住房，提早布
设电力、通讯、水利、供暖等设施。

塔什库尔干县县长古力扎尔·
阿布都热合曼表示，灾后重建将立
足长远、注重实效，已将 4 大类 9
个行业 164 个项目纳入建设计划，
确保在灾后重建中提升可持续发
展能力。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震后重建全面启动
入冬前解决受灾群众住房问题

本报北京 6 月 12 日讯 记者
张雪报道：国家防总今日召开异地
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台风“苗柏”发
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苗柏”是今年
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比往年提早
15 天，国家防总宣布启动防汛防台
风Ⅳ级应急响应，并派出 3 个工作
组协助地方开展防御工作。

会商表明，台风“苗柏”具有几
个显著特点：一是近海生成发展、登
陆影响快。二是云系水汽充沛、降
雨强度大。“苗柏”云系可能与南海
季风结合，之后与南下冷空气结合
形成持续强降雨。三是风雨潮三碰
头、灾害威胁重。国家防总副总指
挥、水利部部长陈雷指出，有关流域
防总、省级防指以及相关部门、单位
要根据防汛防台风预案和各地、各
流域实际，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防汛
责任，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着力做好
各项防御工作。此前，国家防总已
于 6 月 10 日向有关省份防指和流
域防总发出通知，就防御准备工作
作出部署。广东省防指启动防台风
Ⅲ级应急响应，珠江防总启动Ⅳ级
应急响应。

国家防总启动应急响应

防御首个台风“苗柏”

本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朱国
才 沈雅月报道：由中国铁建十六局
集团地铁有限公司承担建设的我国
目前在建规模最大暗挖地铁车站项
目——北京地铁 16 号线 15 标二里
沟站自 2013 年 9 月开工以来，经过
46 个月的艰苦奋战，车站主体日前
顺利完工，为 2019 年建成通车创造
了良好条件。

北京地铁16号线工程北起自北
清河北安河，南至宛平，全长约50公
里。由中国铁建十六局集团承建的二
里沟站位于北京市三里河路与车公庄

大街交叉路口，工程建设环境条件特
殊复杂。据中国铁建十六局北京地铁
项目经理吴宝华介绍，项目部通过与
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合
作，不断优化车站暗挖施工方案，最终
确定在导洞内采用机械成桩，减小群
洞效应，控制地面沉降。在大粒径砂
卵石地层中，机械成孔非常困难，中铁
十六局通过多次的钻机选型、优化钻
头型式，经过一年多的攻坚，终于在大
粒径卵石地层中将机械成桩成功完
成。目前，此项工法作为科研课题已
在北京市科委立项，并在全线推广。

我国最大在建暗挖地铁车站主体完工

6月10日，北京市民在参观中车北京二七机车有限公司。当日是“喜
迎十九大·走进新国企”第二届首都国企开放日，本届开放日开放线路总
数达132条，共有119家国企供市民参观。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国企开放日展现新成就

（上接第一版）几年后，Xbox、PS4 等
游戏设备在全球风靡一时。

两次错过“入场”的最佳时机，这让
刘自鸿略有惋惜，但他赢在了对产品价
值和产业趋势的判断。他认为，“创业
者不能保证创业成功，可以坚持‘好的
创业’。‘好的创业’所选择的方向一定
要对社会有正向的价值，做的事业可以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你就会从中找到坚
持的意义，不会轻易放弃”。

斯坦福草地畅想曲

如果大屏幕可以变得像纸一样
薄，甚至可以卷起来随身携带，就可
以解决当前显示技术面临的难题

2006 年秋天，23 岁的博士新生
刘自鸿抵达斯坦福大学。依照教学
惯例，斯坦福大学学术导师会列出一
些课题和方向供学生选择。然而，在
导师给出的课题列表里，刘自鸿没有
找到足够感兴趣、可以投入十年二十
年甚至一辈子去做的方向。

躺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开阔的草
地上，刘自鸿畅想着未来：人与外界
的交流，信息输入方式中70%是依靠
视觉。那时，液晶平板电视正在开始
取代 CRT 显示器，但为什么所有的
显示屏都是方方正正？能不能再薄
一些？同时，目前的屏幕显示技术无
法在大画幅、高清晰度和便携性上兼
得：小屏幕无法做到很高清；高清屏
幕通常画幅又很大，无法做到便携。

刘自鸿想到，如果大屏幕可以变
得像纸一样薄，甚至可以卷起来随身
携带，就可以解决当前显示技术面临
的难题。他决定以“柔性显示”作为
自己的博士研究方向。

刘自鸿向他的学术导师西美绪
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教授听完后
很是惊讶，“第一，以往都是学生选我
的课题，还没有学生自己提出课题的
先例；第二，我也没有研究过这个方
向”。年近七旬的西美绪教授是前德
州仪器高级副总裁、首席技术官，他
请刘自鸿用一页信纸写下项目计划
书，大致描绘出想法和做法。拿着这
页计划书，西美绪教授咨询了很多工
业界的朋友，帮助刘自鸿拿到了朋友
赞助的 10 万美元研究经费，并为他
找来化学工程系研究柔性材料的教
授作博士共同导师。

时至今日，刘自鸿依然记得西美
绪教授的教导：新的产品要产生大的
社会价值，应该让它尽量实现工业化
和产业化。11年前，刘自鸿在斯坦福
埋下“柔性显示”的种子；11 年后，他
让一个念头演变成一系列产品，将一
组畅想曲谱写成一场宏大的交响乐。

定义下一个时代的人机交互

柔性显示屏、柔性传感器仅仅只

是一个窗口，窗口打开之后你会看到
一片“森林”，这片“森林”包括无数电
子产品和内容的设计。所以柔性显
示、柔性传感技术影响的不仅仅是一
个产品，更多是一个产业和生态链

博士毕业后，刘自鸿原计划开始
在柔性显示领域创业，但那时美国正深

陷国际金融危机中，不少斯坦福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寻找创业投资更是难上加
难。他选择了折中方案：去纽约IBM
沃森研究中心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继续
研究柔性显示，等待合适的创业时机。

2011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开始复
苏，创业时机已到。2012年初，刘自鸿
从IBM辞职，开始组建创业团队。同年
8月，柔宇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和硅谷、
香港同步成立，并先后获得一批国内外
知名风险投资机构数亿美元的投资和
国家“千人计划”、广东省创新创业团
队计划、深圳市“孔雀计划”的支持。

攻克柔性显示屏的技术屏障困
难重重。与液晶屏不同，柔性屏要在
一个极薄的薄膜上做出千万个晶体
管，再把发光的材料做上去，这对技
术和工艺的要求都非常高。用刘自
鸿的话说，这就像“在豆腐上盖一栋
大楼”；柔性显示行业从无到有，从上
游材料工艺、电子器件到下游产品设
计都需要重新搭建，因所涉基础行业
太多，一时也难以看到成效。不过，
虽有千难万阻，刘自鸿毫不妥协，仍
然对前景充满信心。

2014 年 8 月，柔宇科技发布厚
度仅 0.01 毫米的全球最薄彩色柔性
显示屏。这项“黑科技”带来的巨大
商业想象空间，瞬间将柔宇捧上风口
浪尖，几乎令其“一战成名”。

创立仅4年多时间，柔宇科技的
估值已突破 30 亿美元，成为全球成
长最快的“独角兽”科技创业公司之
一，并在国内外储备了超过700项核
心技术知识产权，其柔性显示技术可
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产品中，包括消
费电子、智能交通、智能家居、运动时
尚、建筑装饰等。

“柔性显示屏、柔性传感器仅仅只
是一个窗口，窗口打开之后你会看到一
片‘森林’，这片‘森林’包括无数电子产
品和内容的设计。所以柔性显示、柔性
传感技术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更
多是一个产业和生态链。”刘自鸿举了
个例子，如果柔性显示屏在手机领域广
泛运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完全可实
现融合，手机厂商可将手机设计成携
带、通话时的折叠小屏幕状态以及上
网、娱乐时的展开大屏幕状态，消费者
可在不同状态间自如切换。

“未来信息技术的核心方向应当
有3个：人机交互、人工智能和万物互
联。”刘自鸿说，人机交互是人与机器
的沟通方式，也是人们感知信息的方
式；人机交互中，机器接收到信息后进
行分析作出决策，这是人工智能；只有
人机交互或人工智能的个体，仍然只
是孤立的系统，通过万物互联的技术
将它们连接起来，便形成了智能信息
网。“我们希望通过卷曲的柔性电子，
定义下一个时代的人机交互方式。”

创办柔宇科技以来，刘自鸿付出
的专注与激情超乎寻常。他几乎每天
工作时长超过16个小时，至今往返中
美飞行里程超过100万公里。创业之
初，为了节省开支，他曾在硅谷朋友家
的小客厅打了一个月“地铺”。他说：

“我并不太看重物质生活带来的安逸，
我更希望自己所做的事能给社会带来
更多价值，让更多人拥有更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