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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宇科技Micro-LED弹力柔性屏技术演示。 （资料图片）

“我想都不敢想，自己会成为公司的特级

劳模，公司还奖励一台红旗车。”中国一重集团

有限公司焊接女工朱红亮回忆起领奖那一刻，

双眼泛起幸福的泪花。

今年“五一”节前夕，中国一重奖励 8

名“十三五”期间特级劳模每人一辆红旗越

野车。而在 5 年前，中国一重还亏损 57 亿

元，给员工发工资都困难，企业发展举步

维艰。

“十三五”期间，中国一重“负重前行”，通

过改革创新实现“凤凰涅槃”，一年扭亏、两年

翻番、三年跨越，2020 年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67.19%，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9.41%，顺利实现

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凝心聚力促改革

走进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

这个上世纪 50 年代建设的中国一重厂区、生

活区，容易让人产生时空穿越之感，中国一

重已在此扎根 67 年。作为“一五”时期我国

156项重点项目之一，中国一重从建厂之初就

承载着工业兴国的光荣使命，是真正的“大

国重器”。

67年来，中国一重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提

供机械产品 500 余万吨，开发研制新产品 421

项，填补国内工业产品技术空白475项，创造了

数百项“第一”，先后结束我国不能生产重型装

备的历史、不能生产成套机器产品的历史、不

能生产核电的历史……

中国一重有过辉煌，也遭遇过严重危机。

2012 年以后，中国一重经济效益持续下滑，

2014年至 2016年连续 3年出现亏损，一度成为

亏损额度最大、困难程度最高的央企之一。在

最困难的时期，中国一重迎来新的掌门人，刘

明忠出任中国一重党委书记、董事长。

“如何让中国一重走出困境、重振雄风，是

我必须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答案就是深化改

革。”刘明忠说。

改革必须要统一思想。中国一重坚持解

放思想大讨论，让思想之“变”引领行为之

“变”、行为之“变”撬动发展之“变”。

自2016年以来，中国一重常态化开展解放

思想大讨论，已开展 180 余场次、近 9000 人次

参与，查找出 11 个方面共 226 个问题，形成了

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在改革过程中，中国一

重还注意倾听一线员工心声，建立起 409 个职

工代表监督岗，推行全员意见建议征集。

“在一次劳模座谈会上，我反映车间环保

排尘设施多年未得到更换解决，会对工人身体

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当天下午，董事长就来到

车间现场办公了解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在一个

月之内彻底解决问题，随后仅用 20 天时间，新

的环保排尘设施就安装上了，这让我感触很

深。”全国劳动模范、中国一重首席技能大师刘

伯鸣回忆说。

市场化改革千头万绪。中国一重找到的

“牛鼻子”是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

2016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一重从集团总部开

始，全部“起立”，重新“抢”座。中国一重撤销

各级管理机构 187 个，压缩定员编制 2355 个，

其中，集团公司 19个管理部门压缩至 13个；中

层领导人员控制在 2.5%以内。对于压缩下来

的员工，中国一重提供了内部退养、转岗培训

等6条职工安置通道。

2020 年 9 月，中国一重总部再次开展职能

部门人员竞聘，管理部门进一步由13个压缩到

10个，内外部同时招聘全体“起立”，编制从110

人压缩至 86 人，压缩比例达到 21.8%。总部率

先改革，进而辐射到全集团，“干部能上能下、

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氛围逐步形

成，企业发展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改革让中国一重变了模样。原来脏乱差

的厂区变得干净整洁，厂区外的道路、路灯重

新改造，杂乱的荒草地变成美丽的街区公园，

成为附近老百姓休闲娱乐的绿地。员工们干

事创业的精气神高涨，“看到了一重的未来，干

工作也更有奔头”。

比学赶超氛围浓

从一名临时工成长为公司特级劳模，朱红

亮用了 14 年时间。2007 年，朱红亮来到中国

一重成为一名临时焊接工。当时每月 1000 多

元的工资收入让她感到满足。5 年后，她成为

一名正式员工，工资收入上涨了一倍。

朱红亮凭借扎实的焊接技术，成为公司重

点产品的指定焊接人员，连续 5 年产品一次交

检合格率达 99.6%以上。“现在不仅工资比以前

高了不少，还在平凡岗位上得到大家认可，中

国一重成就了我不一样的人生。”朱红亮激动

地说。

在中国一重，像朱红亮一样的工人不在少

数。每个人的努力都会被发现、被激励，是中

国一重改革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中国一重拥有技术工人5300余人，占职工

队伍总数 65%以上。之前，很多技术工人“一

条道看到尽头”，从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到

技师、高级技师，再也没有上升空间。中国一

重改革职称评定，工人也可以“破格”晋升为工

程师、高级工程师。

中国一重还增加了“大国工匠”和“首席技

能大师”评选，实现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

“中国一重管理层级分为公司级、事业部级、制

造厂级，每一个层级都可以评选本级的大国工

匠、首席技能大师。公司级大国工匠每月享受

津贴 5000 元、首席技能大师每月 3500 元。”中

国一重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段海成说，所有工

人只要技术过硬就可以参评，工人们干工作更

有奔头，比学赶超的氛围更浓了。

改革不止于此。在薪酬设置上，中国一重

推行“五个倾斜”，向营销、高科技研发、苦险脏

累差、高级管理、高技能等五类人员倾斜，还确

定了 7%、9%、11%“正常薪酬指标”增长机制。

这种鲜明的薪酬分配导向充分调动了一线工

人积极性。

人人都有上升通道，中国一重推行“五个

通道”机制。“在行政职务序列之外，公司打通

管理、营销、技术研发、党务、技能人员五类岗

位多途径晋升通道。在多通道纵向贯通基础

上，逐步实现横向互动，人员相互交流、身份相

互转化，避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中国一重党

委副书记、董事张振戎告诉记者。

后备人才成池，源头活水始现。中国一重

牢牢抓住三项制度改革这个“牛鼻子”，从“人”

的问题破局突围，构建了“市场化选聘、契约化

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机制，有效调

动了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

目前，中国一重已有 33 名高级技师评聘

为高级工程师。3名技能人才通过市场化选聘

成为制造厂的副厂长，走上管理岗位。从事

一线技能操作岗位的 110 余名大学本科毕业

生，近 60%成长为骨干班组长、基层管理

人员。

自主创新提质效

“中国一重致力于打造成为中国制造业第

一重地，装备中国、走向世界。”刘明忠说，

对中国一重而言，就是要通过改革激发创新

活力，在重大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努力实现关

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掌握创新主动权、发

展主动权。

2017 年，中国一重成功制造了全球首台

“华龙一号”福清 5 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以实

际行动打破了国外的封锁。中国一重也成为

世界上仅有的既能提供核岛一回路全部铸锻

件，又能生产核岛主设备的供应商之一。

在中国一重铸锻钢事业部水压机锻造厂

厂房外，陈列的“华龙一号”蒸发器管板锻件、

核反应堆压力容器接管段锻件、核岛冷却剂奥

氏体不锈钢主管道、蒸汽发生器锥型筒体、水

室封头等“大国重器”数以吨计，成为中国一重

对外展示的耀眼“名片”。

“这些核电锻件体量大、吨位重、异型、锻

造难度大，以前个别的异型件是先锻造出毛

坯，再靠切削、气割成型，工作量大、工期长、产

品性能不稳定。通过技术创新近净成型技术

的应用，异型件不再‘肥头大耳’，大大减少资

源消耗，提高了产品性能。”刘伯鸣说。

1990 年，刘伯鸣从技校毕业进入中国一

重，成为铸锻钢事业部水压机锻造厂的一名普

通锻造工人。31年来，他孜孜不倦攻克锻造技

术难关，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 2019 年“大国

工匠年度人物”、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个人

成长的背后，凝聚着中国一重不断自主创新的

力量。

创新技艺需要代代传承，要为年轻人搭建

创新舞台。中国一重设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大

国工匠工作室，刘伯鸣等一批劳模、大国工匠

当上了师傅、带起了徒弟；每两年组织一次职

业技能大赛暨生产技术运动会，让广大技能工

人在干中学、学中练、练中比、比中创，不断增

强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开展“百万

一重杯”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累计拿出近千

万元资金，用于奖励急难险重任务攻关，奖金

就发在机床边、炉台上。

为了进一步加强科技研发力度，中国一重

还在天津成立研发中心，提升对创新人才吸引

力。5 年来，中国一重研发投入年均同比增长

32.9%，2020 年同比增长 76.5%，通过进口替代

为国家能源、石化、冶金等行业节省资金超过

1000 亿元，累计承担国家重点科研任务 28 项，

7 项“卡脖子”技术已完成 3 项攻关任务，获省

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26项，其中国家级特等奖

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

改革创新正让中国一重焕发新的青春活

力。“中国一重以‘小核心、大平台、轻资

产、精协作、聚人才’为原则，做强做优做

大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加快探索发展新能

源、节能环保、新材料、农业机械、风电集

成开发等新兴产业。我们致力于把中国一重

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产业集

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

贡献。”刘明忠说。

中国一重提质增效振雄风中国一重提质增效振雄风
作 为“ 航 空 混 改 第 一

股”，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

公司旗下东方航空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6 月 9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这

标志着东航物流作为全国首

批、民航首家混合所有制改

革试点企业超预期完成“三

步走”的混改路径，正式成长

为一家公众性公司，也更标

志着东航集团抓紧抓实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以混改为突

破口，成为首家实现航空客

运和航空物流两项核心主业

“双上市”的国有大型航空运

输集团。

东航物流的成功上市，

是 大 刀 阔 斧 实 施 转 型 的

结果。

了 解 航 空 业 的 人 都 知

道，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航

空货运一直深陷盈利难困

局，曾经的东航物流航空货

运业务更是面临着“十年九

亏”的尴尬境地。彼时自保

尚且困难，更加够不着上市

的门槛。

面对困境，东航物流下

定决心转型，大胆地向综合

物流服务商发展，重组后，形

成了“空地一体化”的物流能

力。东航物流努力搭建以

“产地直达”为特色的快速供

应链平台，利用货机优势将

国外的生鲜、车厘子等高附

加值产品运到国内。同时，

打造高端物流整体解决方

案，新成立物流事业部，为用

户提供全流程的个性化服

务。通过构建综合物流服务商，东航物流的盈利能

力得到改善，成功走出困境。

东航物流的成功上市，也是有力推进混改的结

果。敢于“动真碰硬”，让其摆脱了股权、体制、机制

等一系列桎梏。

东航物流的“混改三步走”可谓步步为营，先是

通过股权转让，将东航物流从东航股份的体系内剥

离；紧接着利用增资扩股，引进多家战略投资者并开

展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最后实施股份制改革，成功上

市为混改后的高质量发展打开了广阔的成长空间。

这个混改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两方面借鉴价值。

其一，既然要混改，那就要彻底实现股权多元

化。东航集团让出了绝对控股权彰显了其混改的决

心，这意味着在公司的股权结构中避免了国资一家

独大，使民资在决策中有了更多话语权。同时，外部

民资的选取也要圈定在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上下游企

业中，这也将有利于对产业链上的优势环节进行整

合，也使得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得

到完善。

其二，既然要混改，那就要坚定实行企业核心员

工持股。作为混改的重要内容，员工当家做主，干事

创业才能有奔头。东航物流的不少中高级、核心业

务骨干彻底扔掉了“铁饭碗”，与东航集团解除劳动

合同，再与东航物流签订市场化合同。通过真正的

市场化用人制度、薪酬和考核标准，将核心员工的收

入与企业发展相挂钩，真正激发出了企业活力。

作为航空业的“混改先锋”，所有制和体制机制

的突破让东航物流尝到了市场化的甜头。但同时也

要看到，上市不是混改的终点，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

的新起点。未来，东航物流仍然要继续放大混改红

利，健全市场化机制，优化决策流程，争取进一步释

放出国企混改的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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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弯曲可折叠的全柔性屏实现应用之后，

下一代柔性显示屏技术会是什么样子？业内人

士指出，可拉伸的弹力柔性显示屏或是柔性屏幕

的终极版本。可拉伸是指柔性屏幕本身具有一

定的弹性和形变能力，这意味着未来的显示屏幕

能够附着在任何不规则的甚至是随时随地变化

的物体表面，真正实现“凡表面皆屏幕”。

近日，在美国国际显示周举办期间，深圳市

柔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布了其自主研发

的 Micro-LED 弹力柔性屏技术，突破了此前业

内弹力柔性显示领域的设计、制程等难题。

据柔宇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刘自鸿

介绍，Micro-LED弹力柔性屏技术的发布是柔性

电子产业正在经历指数级增长的重要标志。柔

宇科技持续引领柔性电子技术领域的创新，可拉

伸弹力柔性屏技术意味着技术发展迈向下一个

前沿，这将为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

可穿戴电子设备、生物医学、汽车工业设计等领

域带来更多创新应用。

据悉，采用该 Micro-LED 弹力柔性屏技术

生产的柔性屏，不仅具备全柔性屏的轻薄、可卷

曲、可弯折等特性，还能够实现拉伸、扭曲、旋转

等弹性形变，拉伸幅度可达 130%。屏幕表面可

以实现凹凸拉伸，凹陷或凸起的顶点与平面夹角

可达到 40 度。该技术采用 Micro-LED 解决方

案，同等面积下能够容纳更多的发光体数量，像

素密度（PPI）将更高。同时，基于柔宇自主研发

的“智能力学仿真模型”，弹力柔性屏的线路排布

和配套制程选材可通过仿真模型系统进行精准

计算和筛选。

在应用方面，由于 Micro-LED 弹力柔性屏

技术的透光率优于柔性 OLED，可达到 60%至

70%，相当于汽车贴膜的透光率，可适用于汽车

挡风玻璃、天窗、头盔、墨镜等非规则表面。可拉

伸弹力柔性屏还可同 AR 技术相结合，意味着导

航信息可以通过可拉伸弹力柔性屏，实时展示在

汽车挡风玻璃或墨镜上，无需驾驶员左顾右盼找

寻路线和街道门牌，接近目的地时还可以将周围

环境的数字信息进行整合，及时推送附近方便停

车的环境信息。

目前，柔宇科技在全柔性显示、全柔性传感

等领域已形成一系列产品与解决方案，应用到智

能移动终端、智能交通、智能家居、办公教育等行

业。未来，柔宇科技将在柔性电子技术的基础

上，加大技术创新，改变人们的交流方式。

可 拉 伸 弹 力 柔 性 屏 技 术 取 得 新 突 破
本报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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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 浩 周 雷

在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铸锻钢事业部厂区内，工

人正在遥控操作将大型锻件放入加热炉。

本报记者 吴 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