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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新富民举措，让百姓实实在在
享受到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成果？江苏
省提出从路径和方法上，推动富民的“加
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法。“加法”，就是提
高收入、增加福祉；“减法”，就是减轻负
担、减少烦忧；“乘法”，就是充分释放富民
的乘数效应；“除法”，就是破除影响富民
的制约和束缚。

惠民富民的根本，就是要把产业做
大。当前江苏省城镇居民的经营性收入
与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偏低，可
支配性收入增长低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幅度。把蛋糕做大，就是要充分释放全社
会创业致富的效应。

在泰州，富有活力的创业生态系统激
发了人们兴企创业的热情。今年上半年，
全市新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 26688 家、
私营企业 8811 家，同比分别增长 97%和
32%。上半年，该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为20310元和9829元，分别增长
了8.7%和8.5%。

在无锡，阳山小镇以特产水蜜桃为
媒，做足了“加法”功夫。该镇自 1997 年 3
月第一次举办阳山桃花节，到今天应用

“互联网+”营销全国，把阳山水蜜桃打造
成特色品牌。村民们还办起了独具江南
风情的民宿民居，以阳山风景、阳山的桃
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2016年，阳山镇水
蜜桃这项甜蜜产业产值做到了15亿元，全
镇人均年收入近3.1万元。

据江苏省有关部门统计，2016年江苏
省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2 万元,居住
支出增长幅度就达 12.2%，占到整个消费
支出的 23.1%。因此，财富分配政策向群
众的钱袋倾斜一些，把企业和百姓不合理
的支出降下来，富民的效果就会更明显。

今年 5 月，江苏出台了《江苏省“十三
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明确了公共
服务中最基础的服务项目，之后又推出了

《“十三五”时期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功能配
置标准（试行）》。《清单》和《标准》的出台，
就是要用基本公共服务开支的优化，换取
收入含金量的“增”。

重点基础设施的建设、关键服务平台
的搭建、重大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必须以
乘数加速度的方式，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
活力，促进社会财富快速增长。在无锡，

首个“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建设顺利推进。目前，无锡已建成创新示
范区，建成传感网产业园、创新园、信息服务园、大学科技园和传感网应用
展示中心等，共有1100多家物联网企业、15个物联网公共技术平台、5万
多物联网专业人才聚集在这里，物联网产业年营收超千亿元，充分释放出
了富民的乘数效应。

使群众各方面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和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就会不断提升。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江苏政务服务网”于今
年1月正式启动，打通了全省65个省级部门、13个市、96个县市区办事渠
道。截至 6 月 27 日，江苏政务服务网访问量已达 1567 万，APP 下载量
167 万，用户注册量 109 万，实名认证量 60 万。根据江苏省委、省政府的
要求：凡能通过网络共享复用的材料，不得再要求企业和群众重复提交；
凡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不得再要求其他单位重复提供；凡能实现网上
办理的事项，不得再要求必须到现场办理，让企业和老百姓足不出户，动
动手指，就可以在网上办成所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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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创业活力

放大富民效应
本报记者

薛海燕

《中国制造 2025》提出，到 2025
年迈入世界制造强国行列，这相当于
什么位置？中国制造现在的世界排
名又是第几？

“在世界制造业排名中，中国现
在处于第三方阵，与第二方阵有较大
差距，但在第三方阵中又遥遥领先。
据中国工程院预测分析，到 2025 年
中国将跨入第二方阵，即世界制造强
国的行列。”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
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制造业
研究室主任屈贤明回答说。

第三方阵的“领头羊”

据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装备工业研
究所所长左世全介绍，《中国制造
2025》出台前，2013 年至 2014 年，工
信部联合中国工程院、国家质检总局

联合组织开展了“制造强国战略研究”
重大咨询研究项目，有 100 多位院士
专家参与了研究工作。研究报告为评
价各国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构建了
由规模发展、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
续发展等 4 项一级指标、18 项二级指
标构成的制造业评价体系，将全球主
要制造业国家分为三大阵营。

“我们用这 18 项指标对美国、德
国、日本、中国、韩国、法国、英国、巴
西、印度九国的制造业进行了综合定
量评价。结论是：美国综合实力遥遥
领先，属于第一方阵；德国、日本紧随
其后，属于第二方阵；中国、韩国、法
国、英国处于第三方阵，中国在第三
方阵中遥遥领先。”屈贤明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
研究部研究室主任许召元介绍说，根
据 18 个指标计算的各国综合指数显
示，2012 年美国的综合指数是 156，
日本和德国分别是 121 和 111，中国
是 81。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到 2016
年，中国指数已达到90左右。

许召元表示，制造强国不是一个
简单的指标，但有几个基本特征，就是
规模够大，制造水平高，创新能力强，
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高端地位。目前
我国在制造业规模上已经处于领先地
位，与第一和第二方阵的差距主要体
现在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
在质量效益方面，我国制造业拥有的
知名品牌较少，劳动生产率低，销售利
润率也较低；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
国的研发创新能力近年有很大提高，
但与美、日、德等国仍有较大差距。

“ 我 国 制 造 业 总 体 上‘ 大 而 不
强’，具体体现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基础薄弱、质
量效益不高、信息化水平不高等五方
面。”左世全说。

十年跨入第二方阵

屈贤明表示，中国工程院预测到
2025 年，中国制造业综合指数约为
120，接近日本、德国2014年的水平，

迈入世界制造强国行列。
“依靠十年的努力，如不出现重大

事件，到2025年中国将跨入全球制造
业第二方阵。我们分析预计，那时中
国制造创新能力薄弱、基础能力薄弱、
质量效益差等问题将基本解决，一批
重要产业如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
发电和输变电装备、家用电器、平板显
示、工程机械等有望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一大批产业将达到或十分接近世
界先进水平。”屈贤明说。

“2025 年，中国要从目前的第三
方阵迈入第二方阵，但还是第二方阵
的较低水平。”许召元坦言，到时日、
德制造业也会迈进一大步。但日、德
毕竟已经过了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和
这两国之间的差距会明显缩小。

第二方阵并非《中国制造 2025》
的最终目标。《中国制造 2025》还对
2035 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中国
制造业设立了远期目标：到 2035 年，
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
阵营中等水平。 （下转第八版）

中国制造靠什么实现“弯道超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⑤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
将土地整治工作与“200 万亩高产高
糖糖料蔗基地”建设工作相结合，将
小而散的低效耕地打造成高标准现
代化农业基地，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农
业发展的“典范”。

崇左市是全国最大的蔗糖生产
和加工基地，原料蔗种植面积、原料
蔗产量和蔗糖产量均居全国地级市
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糖都”。

崇左以喀斯特岩溶地貌为主，山
多地少，耕地分布十分零散，以至当
地有“蚂拐一跳三块地，草帽一扔不见
地”的说法。土地整治是提升崇左农
业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地农
民的心愿。1996年，崇左市龙州县上
龙乡上龙村5位村民把各自零散分布
的总共48亩耕地互换，让每家小而散
的耕地变成整块的大耕地，改种当时
市场效益较好的香蕉。次年，5 位农
民的土地收益大幅度提高，引来周边
村屯纷纷效仿，并得到政策支持，土地
整治逐步在全市得到推广。

崇左在推进土地整治过程中，始
终坚持尊重土地权益人的意愿。当
地从登记申请、拟订方案、组织实施、

奖补下发等多方面入手，给予农民以
引导和鼓励。

近年来，崇左市又将土地整治工
作与“200万亩高产高糖糖料蔗基地”
建设工作相结合，推动“并地”升级，在
土地整治的基础上，打造高标准农
田。土地规模化程度逐步提高，农业
机械化生产也得以逐步推进，生产效
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时，崇左市大
力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克服当
地季节性缺水对农作物产出的影响，
并推进良种良法，藏粮于技，有效提升
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崇左市各地因地制宜，形成了三
种土地经营流转模式：

一是农户互换地块经营流转方

式，即鼓励支持农户在对等合理的条
件下互换地块，实现“小块并大块”；

二是引进农业龙头企业，鼓励支
持农业龙头企业到农村经营土地，单
独兴办或与农民联办新型农业企业，
以公司化形式整体流入土地，建立企
业生产基地；

三是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
租赁、经营权入股等形式连片开发经
营土地，实行土地流转规模经营。

“双高基地”不但综合产出效益
更高，还有效节约了水肥用量。一些
地区还通过建设养殖、种植配套工
程，打造农业循环经济。现代化绿色
农业正在崇左逐步开花结果。

（相关报道见第四版）

广西崇左市：

土地整合成规模 种植效益上档次
本报记者 袁 勇

“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不跑
腿”，这是河南省委、省政府在

“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背景下，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下决心、动
真格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
里”的目标。

举 措 是 什 么 ？ 以 减 证 促 简
政，推出全国首创的“三十五证合
一”改革。河南省政府《关于推进
三十五证合一改革的实施意见》明
确，从 2017 年 7 月起，在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
证、社会保险登记证、统计登记证

“五证合一”的基础上，将发展改
革部门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公安
部门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备
案、财政部门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
分支机构备案、商务部门的对外贸
易经营者备案、旅游部门的旅行社
分社备案、人行部门的开户许可等
17个部门30个涉及企业 （包括个
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登
记、备案和各类证照等事项，进一
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实行“三十

五证合一”。
8月1日，在河南自贸区郑州

片区综合服务中心，河南第一批
“三十五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发放
到申请者手中。这标志着“三十
五证合一”改革在河南全面启
动。在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
综合服务中心一楼大厅，领到首
批“三十五证合一”营业执照的
郑州凯克天然贸易有限公司总经
理谢永说，他手中的营业执照涵
盖了公安、商务、海关等 6 个部
门的11项备案事项，涉及对外贸
易经营备案、电子商务企业认
定、报关单位注册等功能，而这
些他仅在一个服务大厅、一个窗
口、提交了一次材料，2 个工作
日就办好了。

据济源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改革在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时，从受理申
请到作出决定、形成办理结果的
全过程能够实现“一次上门”甚
至“零上门”。 （下转第二版）

深化“放管服”减证促简政

河南推出“三十五证合一”营业执照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杨贵苗

蓝天之舞

左图 8月11日，在长春市大房身机场，空军“八一”飞

行表演队六架歼－10飞机在进行飞行表演。

新华社记者 林 宏摄

上图 8月11日，在长春市大房身机场，观众参观国产

运－20大型运输机。

当日，第六届中国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在吉林省长春市

大房身机场举行，空军航空大学“天之翼”“红鹰”飞行表演

队和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威武雄壮的

“蓝天之舞”。 新华社记者 林 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