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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车间里工

人繁忙作业，一台台冷

柜依次下线。这是经济日报记者日前到位

于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的佛山高新

区三水园调研时，在广东星星制冷设备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看到的场景。

近年来，佛山提出打造面向全球的国

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地处广（州）佛（山）肇

（庆）区域中心的三水区，作为佛山市制造

业重镇之一，正通过培育龙头制造企业，形

成 产 业 发 展 辐 射 力 的 强 磁 场 ，加 快 实 现

“3211”四大千亿元级产业集群，构筑湾区

特色制造业发展新高地。

育龙头 打造产业“航母舰队”

“我们的产品基本都是个性化定制，现

在供不应求。”广东星星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吴成平说，近年来公司营收增长

率保持在 20%以上。

星星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是佛山市“专

精特新”企业。“这是三水区重点培育的龙

头企业之一。今年起，我们对在同行业中

市场占有规模和核心竞争力位居前列的骨

干企业，以及有广阔发展前景的高成长性

企业进行大力扶持。”三水区经济和科技促

进局副局长陈玉虎说。

大型龙头企业是区域制造业由大变强

的重要标志，也是良好产业集群生态形成

的基础。据统计，去年三水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突破 1000 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超过 3500 亿元。但几大主导产业都缺乏

百亿元级以上营收企业的带动。

为破解制造业大而不强问题，提高区

域产业竞争力，今年 4 月，《佛山市三水区

“ 三 个 一 批 ”创 新 制 造 企 业 培 育 方 案

（2021—2025 年）》出台，着力支持企业做

大规模、做强做优，“十四五”时期将培育

10 家具有行业引领地位的超百亿元龙头

企业、70 家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超 10 亿元

骨干企业以及 100 家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

高成长性企业。

市场调研数据显示，在三水区的“三个

一批”创新制造企业培育名单中，凤铝铝

业、兴发铝业、日丰企业、广东邦普、佛山海

尔等多家企业未来营收有望突破 100 亿

元。与此同时，更多像星

星制冷这样的企业也正加快建

设年收入超 10 亿元、50 亿元企业。

“政府支持有望与企业创新形成合力，

三水区将打造一批龙头企业，为培育新的

制造业支柱产业提供支撑。”陈玉虎说。

优环境 项目加速落地

9 月 26 日，2021 年广东省第三季度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举行。三水区集中开

工的 15 个项目中，泛家居、装备制造、食品

饮料等优势传统产业，以及新能源、新材料

等新兴产业的制造业项目占 12 个。

“十四五”开局之年，三水区坚持产业

项目的增量选优和存量提质“双轮驱动”，

不仅新项目不断增加，扎根三水发展起来

的大企业也纷纷增资扩产，一批优质新项

目加速落地。

广州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总投资超

20 亿元的白云科技产业项目落地，宁德时

代控股子公司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 33 亿元的高镍正极材料项目动工，佛

山市日丰企业有限公司投资 43 亿元的管

道智能机械设备项目试投产⋯⋯

今年 1 月至 8 月，三水区新引进项目

144 个，计划投资总额 380.7 亿元，同比增

长 49.6%。“我们今年招商引资计划是 150

亿元，到 8 月已完成 153 亿元。”三水区乐平

镇招商办工作人员刘莉说。

产业项目纷纷落地的背后，是产业环

境的不断优化。三水区从政务服务改革和

企业服务等入手，狠抓营商软环境建设，为

项目落地、动工、投产提速增效。以重大项

目推进为例，三水区专门成立了由区长任

总指挥长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总指挥部，

并分设 8 个专项指挥部，牵头解决影响项

目动工建设存在的各项问题。

同时，三水区积极推行拿地即开工、不

见面审批等行政审批改革；建立重大项目

审批代办及交易靠前服务专班，为涉及面

广、程序复杂的重点项目打通区域、部门之

间的“服务壁垒”⋯⋯

“项目从招商到落地，三水区的工作团

队提供了大量专业服务。”广东金联宇电缆

集团董事长林晓安说，该公司计划在三水

区投资 7 亿元，打造总部及生产基地项目。

一条覆盖从招商引资到项目落地、从

项目动工到建成投产的全流程、全周期服

务链条正在三水区不断完善，使得重大项

目成为推动当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建载体 集群效应凸显

佛山海尔滚筒洗衣机有限公司、广东日

丰企业（三水）有限公司、广东兴发铝业有限

公司⋯⋯一批龙头企业一字排开林立在三

水乐平镇的乐强路两侧。当地人给这条路

起了个响亮的名号——“亿元路”，这是三水

区正在重点打造的高端装备制造和泛家居

两大千亿元特色产业集群的一个缩影。

乐平镇这个三水区第一个工业产值千

亿元大镇，初步形成了超 1000 亿元装备制

造产业集群、超 800 亿元泛家居产业集群。

打开今日三水区的产业发展版图，高

端装备制造、泛家居、食品饮料、电子信息

四大产业集群已形成规模，四大产业总产值

已超过 3400亿元，集群效应正在凸显，优势

产业的品牌知名度和首位度不断增强。

随着产业集群的成长，三水区把打造

良好的空间载体当作重点，培植大梧桐、筑

巢引金凤。当前，三水区正抢抓佛山产业

保护区扩容机遇，高水平谋划 100 平方公

里产业集群专业园区，包括建设佛山国家

高新区云东海生物港，打造佛山高新区大

同湖科技产业园，推动中国（三水）国际水

都饮料食品基地扩容提质，建设聚龙湾智

能装备产业园等特色载体，为高质量发展

开拓新空间。

深秋时节，三水区云东海国家湿地公

园水草茂盛，毗邻的云东海电子信息产业

园内，挖掘机和泥头车正忙碌运转，开挖和

清运土方。这个总投资 20 亿元、占地 178

亩的丰广（三水）智能制造产业项目，是三

水电子信息产业的龙头之一，将打造成为

以传感器为底层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华南

总部。

“‘十四五’时期，三水区将瞄准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特色产业发展新高地的目标，

大力实施产业集群计划，形成超 3000 亿元

高端装备制造、超 2000亿元泛家居、超 1000

亿元食品饮料、超 1000 亿元电子信息产业

集群。”三水区委书记胡学骏信心满满。

传统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往往经过了数十年的培育才形成。但

是面对新的发展环境，传统产业也面临着产能

过剩、环保压力等现实问题。如何在新发展理

念指引下，对传统产业进行优化升级，是很多地

方需要探索的课题。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玻璃工业历史悠

久。目前，全区规模以上玻璃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32.17亿元，占全区工业比重的 12.61%，是全区工

业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但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

初，由于无序发展和盲目扩张，玻璃行业出现产

能过剩，同时带来市场疲软、价格波动、成本上涨、

管理落后、人才流失等各方面问题，秦皇岛玻璃

企业一度陷入困境。同时，由于发展方式粗放和

不可持续，带来很大的环保压力。如何帮助企业

转型升级成为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海港区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支持

和引导现有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产业

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逐步实现传统产业向集

约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首先，引导企业组团发展、集约经营。海港

区积极推动玻璃深加工产业园建设，全力打造

具有国际水平的创新型、复合型的产业综合

体。在大型玻璃生产设施集群中，配套研发智

造、电子商务、先进制造、金融服务等业态。该

园区的主要目的是集中升级海港区及周边地区

以玻璃制品为主的整个产业链条，让中小企业

由“居无定所”走向“安居乐业”，引导玻璃工业由

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促进玻璃深加工产业健

康、规范、高质量发展。

其次，推进企业节能减排、绿色发展。通过

企业搬迁、技术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不断“去”出发展新空间，

“调”出发展新优势，“转”出发展新动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推进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较大企业的二次搬迁，实现工业污染源

全面达标排放，提高行业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和低碳发展水平。

再次，支持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科学把握玻璃产业发展趋

势，引导鼓励现有企业通过技术革新、产品革新、业态革新，实现玻璃

产业深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支持企业由过去的单一建筑平板玻璃

向生产功能玻璃、新能源玻璃转变，并大力发展节能环保玻璃产业。

为推动玻璃制造及深加工产业集群创新发展，海港区政府每年安排

500 万元专项产业引导资金用于产业技术升级。同时，鼓励企业科

技创新，加大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的奖励力度。

目前，海港区拥有秦皇岛玻璃工业设计院等 6 家设计中心、检测

中心，中国耀华玻璃集团有限公司等 150 余家玻璃生产和深加工企

业，产品达 100 多种，销往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通过产业转型

升级，产品更新迭代，再造发展新优势，在擦亮“玻璃工业摇篮”这一

历史品牌的同时，塑造玻璃工业转型升级的新标杆，让“百年玻璃城”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系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委书记）

以新理念重塑产业新优势

员欣昇

广东三水培育龙头企业形成产业发展强磁场——

构筑起湾区制造业新高地
本报记者 张建军

10 月 10 日，作为天津市现代学徒制企业试点，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来到企业开展认岗

实习。

今年以来，天津市积极落实促进高校毕业生就

业的要求，着力稳岗位、拓渠道、强服务、促对接、守

底线，努力实现高质量就业、充分就业。实习是各

职业院校都安排的学习课程，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实

践中检验理论知识，最终通过实践来提升学生的动

手能力、劳动技能。“我们从 2018 年开始，在大学 3

年学习中，分别引入认知企业、跟岗实习、顶岗见

习，分 3 个阶段让学生认识社会、认知企业，最终明

确自己的职业规划，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天

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电气学院党委书记王兴东说。

认知实习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天津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会安排学生用 3 天时间深入企业、了解岗

位，增加就业认识；而在跟岗实习阶段，学生会走入

车间，用 3 周时间在技师一对一指导下，熟悉工作

环境、工作技术；在顶岗见习阶段，学生将与企业职

工一起工作一年，完成同样的工作量，一起接受

考核。

近年来，天津市将就业见习作为提高就业能

力、促进就业的重要抓手，不断创新举措、扩大见习

人员范围。

天津市在全国率先将普通高校、中等职业学

校、技工院校毕业学年学生纳入见习范围，并将见

习生活费补贴提高至每人每月 1744 元，对见习后

直接录用的企业，给予每人 3000 元的一次性奖励。

今年 6 月，来自甘肃平凉的盖文静正式入职天

津天地伟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从家里出来时，

就想我一定要闯一闯，要在天津这个大城市里扎

根。但有一段时间，我迷茫了。有时想和同学们一

起创业，看什么都想干；有时又想继续学习，发现没

有适合的专业。”盖文静说。

进入天地伟业见习后，盖文静想明白了：“创业

要比就业难多了，我连现在的工作都做不好，又如

何创业呢？”一年间，盖文静明确了职业规划。

天地伟业是以视频监控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为主营业务的物联网企业，年营业收入超 5 亿美

元。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对于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

不断增加。“我们更看重学生的劳动技能。一年见

习期可以培养出学生求真务实、勤劳踏实的工作态

度；同时学生可以熟悉企业、熟练技能，入职后就能

成为企业的骨干。此外，校招进入企业的职工是我

们培养管理人员的好苗子。”天津天地伟业物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栗凤清说。

而作为我国航空机电领域领军企业，天津航空

机电有限公司更看重劳动者的综合素质。“航空安

全无小事。我们的产品都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质

量涉及万千生命，最需要有责任心的高素质人才。

在一年的见习期内，我们可以用心培养人才。”天津

航空机电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长王春梅说。

3 年来，天津航空机电有限公司接收天津中德

应用技术大学、天津职业大学等高职院校学生 140

余人见习，见习期满后 95%的学生留用。

“我们所有留用的职工都拥有良好的成长空

间，技能专家、技术专家将是他们的发展方向。我

们还将根据企业需求，选拔更多的在校毕业生，让

‘航空工匠’薪火相传。”王春梅说。

据统计，天津市今年新增就业见习基地 325

家，累计达到 1531 家。目前，天津市今年见习人数

已经达到 1.44 万人，同比增长 2 倍以上。

同时，天津市在政策上不断加力，出台《关于进

一步做好新时代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若干

措施》，提出 45 条针对性举措，预计今年向企业发

放的就业补贴将达 1.5 亿元。

在就业岗位上，天津市努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

更多岗位。在国企招用方面进一步加大高校毕业

生招聘比例，扩大“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社区工

作者”等招聘高校毕业生规模。

“在 2021 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工作中，我

们通过教育部门数据移交、社区摸排、毕业生扫码

填报等途径，收集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全部纳入实

名制管理系统，并联系对接，推送岗位信息。”天津

市人社局就业处处长杨天顺说。

不久前，辽宁小伙符季萍完成了在天津工业职

业学院的学业，正式入职天津天地伟业物联网科技

有限公司。

2020 年，天地伟业来到天津工业职业学院招

收见习生，符季萍脱颖而出。2020 年 6 月 20 日见

习第一天，符季萍走入生产车间，成为天地伟业智

能监视器生产四线的一名包装工人。他的工作就

是把生产出来的摄像头装入包装箱。令他没想到

的是，见习第一周的工作如此枯燥。“刚开始感觉有

点烦躁，但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简单的工作也会出

错。我认识到，什么样的工作都要认真对待，不能

有丝毫懈怠。”符季萍说。

之后，符季萍的心态稳定了，注意力更加集中，

工作中失误也越来越少。一年见习期，他先后轮岗

了包装工、组长、部门主管等职位。

今年，符季萍正式入职天地伟业时，他已经成

为一名质量检测工程师。“见习制度让我提高了工

作技能和水平，明白了‘沉下心，才做得成事儿’的

道理，更为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符季萍说。

天津助高校毕业生提高劳动技能——

用好见习机制畅通就业渠道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9 月 24 日清晨，兰渝铁路线

上的哈达铺车站细雨濛濛，甘肃

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黑峪

村村民杨后代一家早早赶到车

站，将行李搬上火车，踏上搬迁

之旅。

位于甘肃南部的舟曲县，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直接威胁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 6

月份，甘肃省委、省政府启动地

质 灾 害 搬 迁 工 程 ，采 取 分 步 实

施、先急后缓，整体搬迁与零星

搬迁相结合、兰州新区安置与县

内 就 地 安 置 相 结 合 方 式 ，计 划

2021 年到 2023 年向外搬迁 3107

户群众。

杨后代这一批已经是第五批

搬迁至兰州新区的群众。这一

次，兰州铁路局主动与舟曲县对

接推介，舟曲县考虑到雨季火车

运输安全、快速、经济实惠等优

点，决定将搬迁群众所乘交通工

具由公路改为铁路，由兰州铁路

局开行的舟曲避险搬迁“感恩号”

专列负责此次运输任务。这也是杨后代第

一次乘坐火车走出大山。

10 时 20 分，汽笛长鸣，列车载着 9 乡

镇 200 户 689 名搬迁群众缓缓驶离哈达铺

车站，大家纷纷向窗外挥手示意，

与故乡道别。

今年 28 岁的杨条女是杨后

代的女儿，也是舟曲县憨班镇黑

峪村党支部副书记。她与父亲杨

后代、母亲李热木以及 1 岁的女

儿都在这次搬迁队伍之中。兰渝

铁路开通前，杨后代从兰州坐大

巴回家需要两天时间，尤其是从

县里到家那 1 个多小时的崎岖山

路，每次坐汽车都是一场折磨。

当听到乘坐火车搬迁时，杨后代

松了一口气：“从舟曲到兰州新

区四五百公里的路程，乘坐火车

比汽车好走多了。”

“之前我们正为群众搬迁的

事犯愁，铁路部门开行专列解了

我们的燃眉之急。如果通过汽

车，一趟下来每人成本约要 115

元，而火车才 50 多元，既经济又

安 全 ，工 作 人 员 的 服 务 也 很 贴

心。安排后续 1.5 万名群众搬迁

时，我们会继续与铁路加强合作，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舟曲县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梁建军说。

14 时 48 分，列车到达兰州新区站，杨

后代一家搬运行李下车。他们在站台上望

着新家方向，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

迁出大山奔向更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李琛奇

图为佛山高新区三水园区一角。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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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下心，才做得成事儿”
本报记者 商 瑞

在天津航空机电有限公司实训基地现场，天津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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