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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表面看，这样的安排太

‘苛刻’了，可试点了一段时间后，每一位干

部都切身体会到它的意义。”浦东新区川沙

新镇界龙村党委书记马凤英说，“这次搬

家，大家本来都非常舍不得，不少老干部也

不太理解，认为没必要。但是从封闭办公

转变为开门办公、从分散办公转变为集中

办公、从楼上办公转变为楼下办公后，村干

部的工作习惯、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村里像个小机

关，开会要定时定点，当成一件事情来做。

现在看看人都在，随时就可以开会了。”

村民的评价也很实在，“以往村干部坐

在家具后面，总感觉跟我们隔了一层，现在

把村委会布置得像家一样温馨，进门就能

找到所有的人，信息比以前更全面了，态度

比以前更好了，解决问题的效率也更高

了。”

服务接地气，获得感更强了

搬进浦东高青路上的万科新里程小区

十余年，张艾娣说：“这两年最是开心。”小

区与世博四居家门口服务中心隔着一条马

路，如今每天早上，66 岁的张艾娣会准时

出现在家门口服务中心的观影室，窝在躺

椅上看一场电影，静候时装队的老姐妹们

齐聚一堂。

世博四居家门口服务中心功能可谓丰

富。在为老区，老人可以看电影，阅览读

物，每周二、四坐诊的全科医生，还可以帮

助代开代配常见药品。中午时分，两荤两

素、10 元一份的套餐还会准时送进助餐

点，有需要的老人均可预定享用。楼上的

舞蹈房是老人们最喜爱的空间之一，宽敞

的屋子和落地镜子便于组织各种文艺活动

和学习。社区里的舞蹈队、戏曲团、合唱团

等，都是这间屋子的常客。而张艾娣参加

的老年时装队也在这里练习“走秀”。

隔壁的空间则留给了社区里的孩子。

明亮的装修风格、柔软的地面和各式各样

的玩具，组成了一间舒适的亲子乐园。隔

着一道透明的玻璃窗，另一间屋里则满当

当地围坐着一群年轻妈妈。采访当天，她

们正专心致志地学做手机装饰外壳。邵女

士告诉记者，自己的孩子就在窗那头玩耍，

随时抬头看看他，再低头做着自己的手工

活，“既安心，又开心。”而今，世博四居家门

口服务中心每月都会组织各类亲子活动和

手工课，报名的年轻人比比皆是，一位难

求。

家门口的另一个变化，就是服务的内

容更丰富，更接地气。不管是在城区，还是

在农村，老百姓的获得感更强了，家门口终

于不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的医疗就诊册用完了，可以帮我办

一本新的吗？”一早，75岁的张云来老人就

来到书院镇塘北村市民事项受理服务站，

宽敞明亮的大厅、温馨舒适的环境让他眼

前一亮。进门“首问接待”的全岗通社工，

详细解答了张老伯的问题，并指引他到窗

口办理。张老伯拿出自己的社保卡，一会

就办好了，“很方便，抬脚几步路就走到，再

也不用跑到镇里去。”

张老伯享受这些便利服务的背后，其

实是各方力量的支持和支撑。以往村务代

理室仅提供少量代办服务，现在全区统一

市民事项受理服务站建设标准，提供自助

办理、当场办结、代为办理、现场预审、帮助

办理五种服务，199 个服务事项可全覆盖

帮办完成。

而在浦东张江镇环东中心村卫生室，

目前配备了7名全科医生、中医科医生，康

复室增置了10种专业器材，药品种类由原

来的 180 种增加到 305 种，并在候诊大厅

LED 显示屏滚动显示。3 年前，村民宋阿

姨突发脑梗，半身偏瘫，术后进入康复训

练，家人轮流请假，来回折腾不少。自从

“家门口”服务增设了中医理疗站，老伴每

周二、四都推着轮椅陪着宋阿姨前来针灸、

推拿，单程只需10分钟，全家人轻松多了。

乡村变“潮”，年轻人回来了

在浦东新区新场镇新南村，最近发生

了一件远近闻名的“奇事”：村里建成了乡

创中心，这可是农村几十年未遇的新鲜事。

一走进新南乡创中心的庭院大门，就

能看到左手边摆放着两张有遮阳伞的咖啡

桌，往前走一步，是由石板与鹅卵石铺就的

步道，瞬间就能感受到一股小清新气息。

一旁的草地上还有现代茶壶喷泉艺术作

品，水在有高低差的茶壶中反复流淌着，传

出小溪流水般的动静。角落的空地上，还

放有一张躺椅，在安详的午后，晒着太阳，

甚是舒服。

走进屋内，展陈室摆放着村里年轻人

自己做的土布背包、彩豆画等文创产品，以

及有机大米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墙面上布

置着返乡青年的乡创活动风采展，亲子游、

自然教育、手工课程等活动为新南村带来

了活力。总面积约300平方米的乡创中心

还包括创客联合办公区，可提供有需要的

创客团队入驻，还有可开展沙龙、体验活动

的多功能活动空间。

85后姑娘黄珠琼回到家乡新南村，一

心一意做起了墙绘师。村里各处的墙绘都

是她的作品，因富有创意，且造型独特，不

少墙绘成了游客公认的“网红打卡点”。黄

珠琼也把她的绘画功夫用在了家门口服务

站里，做起了村民们的绘画教师。而今，新

南村像黄珠琼这样的返乡青年越来越多。

年初，村委会利用村级闲置房为他们改造

建设了一处乡创中心，反过来助力他们的

回乡创业梦想。

“农村的脏乱、落后已经成为过去，现

在，美丽乡村成为了人人向往的世外桃

源。”加入新南村乡创中心的高利燕说。去

年，她关闭了在相邻镇上经营多年的店铺，

开始专心学习烘焙，实现居家创业，她说：

“回到美丽的家乡，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感

到很幸福。”

看着这些“孩子们”又回到自己身边工

作生活，年过八旬的陆永福老人高兴得笑

不拢嘴。“几十年来，年轻人都往镇里跑，往

市里跑，只有我们这些老人还留守农村，看

着祖屋。过去，农村环境差，也没有更多的

发展机会，的确留不住年轻人。现在不同

了，屋前屋后都搞起了美丽庭院建设，水清

岸绿，空气新鲜，还有许多创业空间，年轻

人可以回来就业，也可以经常回家住住，享

受田园风光。现在，要我搬到城里住，我还

不愿意呢！”

家门口的变化，留住了年轻人的心，也

留住了农村的希望。

浦东居民“家门口”的服务大变样了

■新华社记者 何雨欣 安娜 杨柳

春意渐浓，万物勃发。

中国经济走过了 2019 年首个季度。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经济面临下行压

力，制造业究竟怎么样了？

近一段时间，记者密集调研，感受到信

心，也聆听了烦恼，触摸到主动求变的脉

搏。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制造业正蓄

势前进。

信心在提升：政策春风与产
业风口叠加利好

4 月，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盛会——德

国“宝马展”在慕尼黑开幕，中国企业三一

集团的挖掘机、履带吊等设备受到欢迎，参

展首日，订单及意向订单就超1亿元。

继去年创下历史最佳经营业绩后，集

团旗下三一重工今年一季度也延续快速增

长势头。对于企业的新气象，董事长梁稳

根说，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也离不开企

业多年智能化的探索积淀。

广州佳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介

绍，佳都是做人工智能的，与200多家企业

有业务往来。今年以来，大家明显感觉到

新变化，投资信心和意愿在增强。

调研中，不少企业都谈到新变化：国

家出台支持民营企业、减税降费、优化营

商环境、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政策效应在显

现；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产业新

技术进入新一轮爆发期，带来新机遇；制

造业开放不断提速，推动国内企业破局高

端制造……

种种因素叠加，企业信心在提升。

珠海智能制造联合会副会长张光明介

绍，一季度，珠海智能制造行业稳中有增。

这除了因产业本身处于风口期，还得益于

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红利，特别是港珠澳

大桥开通，让内地与港澳企业交流更加便

捷，带来许多新投资机会。

宏观数据印证了企业信心的提升。3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

连续3个月低于临界点后，重返扩张区间，

升至 50.5%，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升

至6个月高点。

调研中，一些企业也坦言了烦恼和期

待，外向型企业受到外部环境影响，正在

重寻新的市场和增长点；传统制造业因升

级与环保标准提高等原因，技术改造成本

压力较大。在政策层面，不少企业提出，

希望简化减税降费操作，让政策更好落

地。

当前，制造业尚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

阶段，采访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在积极作为、

积极应变。

转型新趋势：
融变、裂变、聚变

制造业蝶变，近些年一直是进行时。

在调研中发现，制造业转型和服务业换代、

互联网+提速等互动性越来越强，呈现三

个趋势：

融变——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曾是传统工

程机械制造领域的代表，如今已转型为集

制造和服务于一体的企业。

中联重科总工程师付玲介绍，随着公

司智能制造和信息化的推进，公司打造了

一系列智管、智租、智享等垂直领域工业互

联网，为下游客户提供了设备安全、资产盘

活、商业保险等增值服务。

“现在一些企业，已分不清究竟是属于

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了。”在近期走访多家制

造业企业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白重恩说。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在加

快，制造业企业的商业模式在转变，研发、

设计、制造等每个环节都可以利用服务提

升价值。

裂变——

水漆，以水为稀释剂的新型建材，与油

漆相比，具有节能环保、超低排放、低碳健

康等特点，市场前景广阔。

作为一家从工业贸易领域转型而来的

企业，今年一季度，河北晨阳集团的水漆产

品延续了近些年销量翻番趋势，新建的智

能化生产线也开始试生产，这增强了晨阳

在高端工业水漆领域的优势。

晨阳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期，在消费升

级的大趋势下，还将推出植物基儿童漆，利

用易降解的可再生植物，让涂装更环保。

近些年，制造业内部不断涌现创新、绿

色、共享等新型产业；产业与企业内部不断

涌现新产品、新工艺；市场细分在加快，这

成为制造业释放内生动力的重要来源。

聚变——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深入实施，

一些产业在集聚，例如航空产业形成了以

上海为中心，镇江、嘉兴、丹阳等地为支撑

的长三角航空产业集群。

在珠三角，珠江东岸在打造高端电子

信息制造产业带，西岸在建设先进装备制

造业带。

产业集聚在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提

升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作用在显现。

主动而为：抓住机遇的有效
方案来自企业、来自市场

在调研中，制造业企业水平参差不齐，

有的已经发展到自动化、智能化阶段，有的

还处于简单生产、依赖出口阶段。

可以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一道关

口，是一个优胜劣汰、破旧立新的过程。当

前，企业家们谈的最多的是“要创新！”

用创新，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北新建材研制开发的石膏板复合墙体

等产品，让墙不用再“砌”，直接“装配”，且

绿色环保。

尽管上游的住宅建筑市场并不处于景

气周期，但北新建材正通过创新拓展企业未

来。“我们将进一步提供新供给，创造新需

求；进一步挖掘翻修市场、开拓国际市场；进

一步从单一产品制造商，转变为绿色建筑解

决方案商。”北新建材董事长王兵说。

当前，内外环境的变化，也是对企业实

力、韧性的考验，跨过高质量发展的关口，

路就会越走越宽。制造业企业中，不论大

小，创新的紧迫意识都越来越强，也正在寻

找自己的创新之路。

用创新，掌握核心技术——

尽管当前汽车市场增速放缓，但因可

再生和零排放特性，氢能源受到很多汽车

企业的青睐。

“我们现在正在研发第四代氢能源汽

车，进一步降成本、延长燃料电池系统寿

命、改善环境适应性问题。”北汽福田北京

欧辉客车分公司副总裁秦志东说，掌握了

核心技术，也就掌握了未来主动权。

尽管一些企业在融资、成本、人才等方

面存在困难，但练好“内功”越来越成为共

识。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只关注“市场要什

么”“我能做什么”，更关注“我能做什么别

人不能做的”，这也让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可

期。

企业是经济中最基本、最活跃的细

胞。调研中，越是深入到企业内部，越能触

摸到活力与信心。应对挑战、抓住机遇的

有效方案，来自企业、来自市场。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春江水暖时
——中国经济首季调研之制造篇

■新华社记者 杨柳 张辛欣

随着去年四季度以来各项逆

周期调节措施相继落地，当前我

国经济呈现出更多积极迹象。企

业开工积极的同时，紧紧牵住“创

新”这个牛鼻子，为经济发展聚集

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打造技

术创新团队、增强技术创新能

力，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

技术研发平台成为各行各业不

约而同的选择。北汽氢燃料汽

车进入第四阶段研发，进一步改

善环境适应性问题、降成本、延

长电池寿命，令产业化前景可

期；三一重工孵化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树根互联通过大数据监测，

实现对工业品的运维和管理，提

升工业利润；晨阳水漆推出植物

基儿童漆，利用易降解的可再生

植物，让涂装更环保……这些新

技术、新材料、新业态等方面的

突破，给生产方式、产业格局带

来新变迁。

勇于创新、乐于创新、善于

创新的氛围愈发浓厚，还源自一

系列政策落地增强了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信心。去年以来，政府

着力减税降费，今年更承诺确保

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企业负

担轻了，创新发展后劲更足；着

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让企业

有钱生产、有钱创新；深化“放管

服”改革，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让

企业集中精力抓生产、搞创新；

厚植“双创”土壤，营造良好科研

生态，让人人皆可创新，创新惠

及人人。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

创新者胜。创新之路不总是一帆

风顺，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充分释放市

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涓涓细流

就能汇成大海，筑牢实体经济根

基，“创”见未来。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创新点燃
发展新引擎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制造业正蓄势前进。图为女工在位于福建晋江的卡尔美（中国）有限公司服装生产车间的生产线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新华时评·首季经济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