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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州力促工业转型升级霸州力促工业转型升级 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对于曾经笼罩在“河北省十强县市”光环下的霸州来说，近年来经济的一度下滑让这座古老城市有些沉寂。随着国内外经济形

势的深刻变化，霸州市工业经济传统的竞争优势不断弱化，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加快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埋头苦干，奋进新时代。霸州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始终坚持调整经济结构，统筹推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和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两大工程，不断增强产业结构抗震能力、工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实现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全市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改革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

霸州传统产业占工业比重高达 80%以
上。“十三五”以来，民营经济粗放的发展方式
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和宏观调控新形势，增速
明显放缓。

“现有产业结构明显与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不相符，与霸州地处京津雄三角中心的城
市功能定位不相符，与群众追求生活品质的
根本诉求不相符。”霸州市委书记房欣说，站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服从服务雄安新区建设
的大框架下，霸州市重新审视产业定位和发
展思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自开药方，
在制约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上动大手术，以推
进钢铁去产能这一关键举措，坚定不移地迈
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第一步。

2017年，该市在全省率先完成了两家钢
厂产能退出工作，退出炼铁产能416万吨、炼
钢产能 498 万吨，800 余家涉钢企业转型升
级全面推进，为全市发展腾出了充足的发展
空间、环保空间、要素资源，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崛起提供了基础保障。

去年以来，霸州市结合“双创双服”活动，
制定了“1+30+1”的政策体系，把为企业排忧
解难作为常规化、制度化工作摆上重要位置，
聘请专家为企业把脉会诊，一企一策探索研
究转型发展路径供企业参考，并将用地、资

金、政策等资源向承担转型升级任务的重点
企业倾斜，培育了兆建金属制品、宏江家具、
三钢科技、吉凯恩金属粉末等一批优质转型
典范。

“同样是造一把椅子，利润却相差8倍10
倍。”霸州市友邦家具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薛佳
说，过去霸州家具互相抄袭、模仿，独创性差，
销售主要靠走量，利润很薄。从 2009 年起，
友邦公司开始到广东高薪聘请资深设计师，
研发出“顺帆”“克洛怡”等知名品牌，一举打
开了国内外中高端家具市场。目前公司拥有
80 人的设计团队，全年销售收入的 5%以上
用于研发投入。

宏江家具有限公司与全国知名设计师合
作，建立了 1000 余平方米的品牌设计研究
院。公司产品由低端转向高端市场，在全国
设立连锁专卖店30余家，并成功进驻国内家
具行业顶级卖场罗浮宫国际家具博览中心，
年均提升销售收入超 50%。河北兆建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与国家级研究院中冶赛迪集团
合作，引进高端技术人才，组建国内顶级研发
团队，生产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与美
的、科宏等全国知名家电企业建立稳定的合
作关系。霸州市三钢科技有限公司立足新产
业链，引进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设备，可
生产高品质、高附加值、高性能的新材料，对
提高钢材精深加工、完善产品工艺、拓展市场
空间具有重大意义⋯⋯

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霸
州的民营企业涌现出几种不同模式——引入
新工艺、新技术、新流程，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和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比较优势，以技术创
新推动转型升级；通过加大对品牌建设投入
力度，形成企业独特且不可替代的竞争资源，
在同质化中突围、升级和持续发展，以品牌的
力量占领市场、赢得市场，以品牌建设推动转
型升级；通过更新换代国内或者国际先进设
备，提升产品产量和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提
高经济效益，以更新先进设备推动转型升级；
利用在原行业的某种优势为支点进入新行
业，推出新产品，使产品规范化、精细化、高端
化，提高单位附加值，攫取新利润，以产品创
新推动转型升级。

2016 年以来，霸州市共有 10 个技改项
目获得省、廊坊市技改资金支持600万元，撬
动银行和企业投资近 10 亿元。2018 年，该
市 22 个技改项目列入省级技改项目库，比
2017 年增加 37.5%。截至 2017 年，全市拥
有中国驰名商标 7 项，名牌产品 23 项，省级
质量奖项 45 个，绿色产品认证 20 项，累计认
定科技型小巨人企业 43 家，高新技术企业
14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626 家，新增专利申

请量1133件、授权量849件，保持全省领先，
创建了“中国金属玻璃家具产业基地”“中国
金属玻璃家具出口基地”“中国金属玻璃家具
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和“国家钢木家具质量
安全出口示范区”4块国家级金字招牌。

精准招商，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8年11月28日，由霸州市委、霸州市
政府主办的霸州（北京）都市食品产业投资环
境推介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这
是“舌尖上的产业新城”——霸州首次在北京
都市食品产业界精彩亮相。推介会上，霸州
向与会企业发出真挚邀请，抢抓都市食品产
业发展契机，携手霸州产业新城合作共赢都
市食品未来。

“鲜炖燕窝的销售，最重要的是做到让消
费者便捷地吃到新鲜燕窝，而霸州的交通优
势十分明显，距离建设中的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仅30公里，未来我们可以马上通过飞机及
时运送到全国各地。”北京市小仙炖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创始人林小仙在推介会上介绍，她
开创的小仙炖鲜炖燕窝破解了传统燕窝消费
痛点和难题，摘得世界食品品质品鉴大会大

奖奖，，20172017年底落户霸州产业新城都市食品产年底落户霸州产业新城都市食品产
业园，打算在这里建设鲜炖燕窝生产基地。

霸州都市食品产业园依托华夏幸福产业
集群模式，聚焦“环首都食品产业首选地、中
国食品产业高地、京津雄地区中央厨房”三大
定位，满足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消
费群体对于高品质食品的旺盛需求。目前，
世界 500 强益海嘉里，“中华老字号”北京稻
香村，新兴品牌新辣道、海底捞，知名品牌北
京四季香等优质企业纷至沓来，已入驻食品
企业35家，累计总投资超过120亿元。

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中部核心功能区
的霸州，域内多条铁路、高速公路及国省干道
形成多个“黄金十字交叉”，构建起四通八达的
交通体系。霸州市市长刘志亮介绍，紧紧抓住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建设雄安新区的重大战略
机遇，他们把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
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举措，明确了打造电子
信息、休闲食品、高端装备、健康医疗器械四大
先进制造业和温泉颐养、商业服务两大现代服
务业的“4+2”产业体系的总体目标，深入开展
招商引资攻坚行动，每年储备亿元以上项目不
低于6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云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MOLED模组
生产线项目4条生产线已正式投产运营。以
云谷 AMOLED 项目为依托，霸州市积极建
设电子信息产业港，引进上下游企业，打造高
端产业链，力争两年产值达到100亿元，五年
突破500亿元。以京龙车辆、乾瑞机械、大正
不锈钢、思科德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依托，
霸州做强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在引进智
能制造龙头企业上实现突破，力争两年产值
达到100亿元，五年突破300亿元⋯⋯

立足打造现代经济体系，霸州坚持转型
升级的主攻方向，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
益，推动全市产业结构减负前行、新旧动能加
速转换，加快建设经济强市、生态新城、美丽
霸州。 （文/图：徐巍、刘向、贾珺）

20182018 年年 99 月月 1616 日日，，第二十届中国第二十届中国（（胜芳胜芳））特色家具国际博特色家具国际博
览会开幕览会开幕，，参展企业达参展企业达26002600余家余家，，8000080000多个类别单品多个类别单品。。

霸州经济开发区霸州经济开发区
都市食品产业园外景都市食品产业园外景。。

霸 州 市
云谷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AMOLED
模组生产线
工作人员对
材料进行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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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空白，实现

氢弹突破和武器化——

“两弹一星”功勋于敏去世
28 载隐姓埋名，填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空白，实现氢弹突破

和武器化——1 月 16 日，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
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
年93岁。

1926 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
什么。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
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
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
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
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
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
长达 28 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
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百日会
战”令人难以忘怀。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
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
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
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在他的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1967年6月17
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
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
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用了2年8个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
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极高的
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婉拒“氢弹之父”
的称谓。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
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据新华社电

央企薪酬大改革，事关1300多万职工“钱袋子”

出资人依法调控+企业自主分配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解读《中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

□新华社记者 王 希

国务院国资委 16 日公布 《中央企
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对央企工资总
额决定机制和管理制度体系进行全面
改革。这项事关企业未来发展与广大
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具体内容是什
么？有何亮点？如何落地？记者采访
了国资委相关负责人。

三环节决定工资总额

问：根据新办法，央企职工工资
总额如何决定？

答：工资问题既有经济属性，又有
社会属性，事关民生，事关公平，所以工
资决定因素向来不是单一的，需要在坚
持收入分配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充分
考虑当前时代背景提出的要求。

去年 5 月，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
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
作为意见在央企落地的配套文件，办
法以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
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
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为目
标，充分考虑国资委和央企的长期实
践经验，提出当前企业工资总额主要
按照效益决定、效率调整、水平调控
三个环节决定。

一是工资总额增长主要与企业经
济效益增幅挂钩联动。年初编制工
资总额预算，与利润总额等经济效
益指标的业绩考核目标值挂钩，并
根据目标值的先进程度确定不同的
预算水平，引导企业通过完成高质
量发展目标带动职工工资总额合理
有序增长。

二是根据效率水平适度调整。根
据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劳动生产
率等指标对标情况，对工资总额增幅
适度调整，引导企业提高效率。

三是注重收入分配公平。按照有
关部门发布的工资指导线和对非竞
争类国企的工资调控要求，对部分工
资水平偏高的行业与企业，尤其是主
业不属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

业，如果工资增长过快，要进行适当
约束，确保工资水平与增长幅度更加
公平合理、规范有序。当然，对企业
承担重大专项任务、重大科技创新项
目等特殊事项的，也明确要予以适度
支持。

此外，为引导企业深化三项制度
改革，这次还明确了企业同口径增人
不增工资总额、减人不减工资总额的
政策，鼓励企业提高用人效率。

工资总额分类管理

问：对不同功能定位的央企将采
取哪些差异化监管措施？

答：此次改革的重要创新之一，
就是按功能定位对工资总额实行分类
管理，契合当前分类推进国企改革发
展的总体方向。

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
商业类企业，工资总额预算实行备案
制管理，由企业董事会在依法依规的
前提下，自主决定年度工资总额预
算，国资委由事前核准转变为事前引

导、事中监测和事后监督；对其他类
型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继续实行核准制
管理。

但是，对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公司或者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试点的
央企，可以探索实行更加灵活高效的
工资总额管理方式，实现与国企国资
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对接。

问：那么在决定机制上也是差异
化的吗？

答：是的，不同功能定位企业可
以实行差异化的决定机制。比如，企
业可以根据功能定位，在工资总额与
经济效益匹配的大原则下，选取差异
化的经济效益指标与工资增长挂钩，
尤其是对于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
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
企业和公益类企业，还可以探索结构
化管理方式，在工资总额中自主确定
一定比例的保障性工资总额，与企业
所承担特殊任务和公益性业务完成情
况挂钩，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
机统一。

分级管理 激发活力

问：对央企的子企业怎么管？
答：办法明确提出，对央企工资

总额实行分级管理。国资委负责管制
度、管总量、管监督，中央企业负责
管内部自主分配、管预算分解落实、
管具体操作执行。国资委与中央企业
权责清晰、各司其职。

问：也就是说企业内部收入分配
是企业的责任吗？

答：是的，央企对其子企业的工资
总额以及内部收入分配事宜应承担起
主体责任。因此，办法在宏观层面完善
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工资分配关系的
同时，强调企业作为内部分配的责任主
体，应当持续深化内部三项制度改革，
构建形成“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
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市场化劳动
用工和收入分配管理机制，切实承担起
搞好搞活企业内部分配的职责。

规范管理 加强监督

问：这次改革授权力度很大，在
监管上有何考虑？

答：在加大授权放权的同时，办
法强调监督检查，明确界定企业的违
规责任。例如，如果实施备案制管理
的企业严重违反有关收入分配的规
定，会将其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方式调
整为核准制，确保做到权责对等。办
法还明确将企业工资总额管理情况纳
入各项监督检查范围，与审计、巡视
等形成合力，切实保证监管到位。

问：下一步具体工作如何开展？
答：2019 年办法开始在央企全面

施行。国资委将加快制定配套文件，包
括工资决定机制的具体实施规程、备案
制管理实施方案以及工资管理特殊事
项清单等，以便企业执行。同时，还将
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协同推进配套改
革，特别是强化事中监测和事后监督，
确保相关事权放得下、接得住。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这是于敏在工作中（1980年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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