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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的一周

新消费

瞭 望

□ 本报记者 颜 颖 整理

仲秋时节，金风送爽。这一周，淮安举行第
十五期党政亲商会，盐城举行第二届西伏河创
新大会……随着全省成为低风险地区，江苏各
地逐渐在抓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重点关注
经济与社会发展。

【书记省长一周动态】

9月6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和在河北承德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省委书
记娄勤俭主持会议。

省委书记娄勤俭9日在徐州看望慰问教
师，并就深化教育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进
行调研。

9月10日，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
十七次会议，省委书记娄勤俭主持会议并讲话。

9月9日，全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

作推进会召开。省委书记娄勤俭作批示。
9月11日，全省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汇报会在南京召开。省委书记娄勤俭主持
会议并讲话。

日前，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徐州调研。他强
调，徐州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
推动转型发展，促进城乡更加协调，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

9月8日，省长吴政隆到连云港开放大学、
新海高级中学看望慰问教师，并代表省委、省政
府向新时代的筑梦人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
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9月8日至9日，省长吴政隆深入连云港的
港口、徐圩新区、连岛等检查调研疫情防控、生
态环境建设和碳达峰碳中和、乡村振兴、重大项
目建设等工作。

【南京】 9月6日至7日，南京市“一把手”
政治能力建设专题培训班在南京市委党校举
行。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韩立明作开
班动员讲话。

【苏州】 9月10日，苏州市相城区政府与中

国歌剧舞剧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江苏省委常
委、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为“一中心一院一基
地”揭牌。

【无锡】 9月11日，无锡市委书记杜小刚以
“四不两直”方式，到梁溪区、无锡经开区，实地
督查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常州】 9月9日，常州市委书记陈金虎调
研生态中轴时说，要系统谋划，持续提升生态文
明建设水平，打造“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生
态画卷。

【南通】 9月9日，南通市委书记王晖前往
南通市区部分学校，向一线教育工作者致以节
日问候，并就“双减”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连云港】 9月10日，连云港市委常委会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
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委书
记方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淮安】 9月7日，淮安市举行第十五期党政
亲商会，市委书记陈之常听取与会企业家和专家
发言，对每家企业提出的问题一一作出回应。

【盐城】 9月9日，第二届盐城西伏河创新

大会举行，盐城市委书记曹路宝出席并致辞。
他欢迎海内外科创企业、创新人才到盐城发展。

【扬州】 9月9日，扬州市委书记张宝娟主
持召开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点调会议。她说，
要继续抓紧抓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紧盯全
年目标任务，加紧补短板强弱项，千方百计把疫
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镇江】 9月8日，镇江市政府与国网江苏
省电力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镇江市委书记马明龙出席并致辞。他说，要推
动合作协议早日落地见效，在新一轮高质量发
展中携手并进、走在前列。

【泰州】 9月10日，泰州举行教师节庆祝活
动暨首批“春蚕奖”颁奖活动，激励全市上下形
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市委书记朱立凡为获
奖者颁奖。

【宿迁】 9月6日，宿迁市法治政府建设示
范创建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王昊说，要
鼓足干劲、加压奋进，奋力推进全国法治政府建
设示范市创建。

素材来源：新华日报，江苏各地日报、官微

九月正好，追梦不老

□ 本报记者 洪 叶

中秋临近，今年的月饼新花样层出不穷。
苏州稻香村联合妙可蓝多共同发布了奶酪月饼
系列新品。百年老字号与新潮年轻品牌在中式
与西式、传统与现代等维度上碰撞与融合，引领
消费新国潮。

一枚月饼，是苏州稻香村顺应国潮风，跨界
合作的一个缩影。《2021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指
出，新国风运动愈演愈烈，推动各个区域的特色
文化进一步绽放，形成了更加丰富的国风表达，
从“在地化”到“时尚化”再到“IP化”，新文创与
新国风的消费正在发生新的演变。

在地化：江苏坐拥丰富的非遗资源

何为“在地国风”？商业趋势观察家、知萌
咨询机构CEO肖明超表示，“在地国风”就是指
通过挖掘每个地域的文化元素，将其打造为时
尚和潮流消费。年轻一代越来越认同属于他们
时代的“圈层文化”和“在地文化”，欣赏和发现
自己的家乡、居住的地方、旅游的城市的“文化
之美”，催生了“在地国风”时代。

地方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正是“在地国
风”最直观的体现。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为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一天前后一周，

“非遗文化旅游节”““非遗购物节”在各地如火
如荼地开展。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江苏省“非遗
购物节”启动仪式及展示展演展销活动开展以
来，3天共接待游客16万余人次，参展项目现
场销售190余万元。

江苏是“非遗大省”，坐拥丰富的非遗资
源。根据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官方网站数
据显示，截至目前，江苏拥有非遗项目3010
条，其中“昆曲”“古琴”“南京云锦织造”等十
项更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
录。共有4046位非遗传承人登记在册，其中
有178位非遗传承人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名录。

时尚化：地方元素重塑国风时尚

寸锦寸金的云锦汉服，精巧别致的手工绒
花……这些隐藏在地方文化中的历史传承和
技艺，随着本土设计的崛起正在不断焕新，也
推动着“在地国风”的发展。淘宝数据显示，近
年来，本土设计品牌的商品销量上涨了
245%，这些本土设计力量正在用新的地方元
素重塑国风时尚。

《延禧攻略》《玉楼春》等热播剧中的多款绒
花出自南京绒花品牌梧翊凰。“绒花是南京具有
代表性的、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谐音

‘荣华’，始于秦朝，流行于唐代宫廷。”南京梧翊
凰绒花合伙人濮晨告诉记者，为了传播和推广
绒花，团队成员花了不少心思，如绒花耳饰既不
能沾水，又容易损坏，点“绒”成“翠”的仿点翠首
饰使用金属托，就没那么“娇贵”。

同时，绒花这一技艺吸引到了国风中一个
特殊的群体——“簪娘”。簪娘保留传统绒花
制作技艺的同时，将当下流行的“柿子”“蜜桃”

“玉兔”等元素融入到图样中，用以搭配汉服，
同时也作为商品出售，进一步将绒花“送入”消
费市场。

飞针走线绣出诗意江南，经纬之间是两千
年的悠悠岁月。在今年淘宝造物节现场，一款
代表苏绣文化的双面三异绣腕表《山水云间》惊
艳亮相。

“三异分别是前后的图案不一、针法不同、
色彩运用不同。表盘上的图案是双面的，但前
面是绿蓝色系，后面是红绿色系，符合现在消费
者对精致和品质的追求。”姚绣yaosilk工作人
员小陈说，“非遗不一定是很古老、很传统的，我
们也可以把它做得很新、很潮流。”

IP化：让文化和文物“活”起来

从“闲养山镇”到“逍遥仙镇”，东方盐湖城
与茅山本地文化相结合，一步步成为国风新
IP。在东方盐湖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
静看来，年轻游客并不满足于单一的景点“打卡
式”旅游，如何通过传统文化赋能游客体验、景
区活动，让传统文化在游客体验过程中“活”起
来，是引领景区不断思考的方向。

事实上，国风红利正当时，各地都在争相挖
掘本土文化，打造国风IP。2021年，河南的唐
文化IP彻底走红。从《唐宫夜宴》到《洛神水
赋》，再到《龙门金刚》，河南文旅多次“霸榜”、频
频“出圈”。唐文化IP在河南走红的模式带来
了多地的“觉醒”——通过现代艺术样式重新进
行演绎，让文物“活”起来。

今年6月，在苏州市吴中区吴文化博物馆
内，以馆藏文物“双鸾瑞兽纹铜镜”为灵感创编
的原创剧目《身临其“镜”》首演成功举行。有别
于传统的舞台，由演绎社成员“幻化”的两只鸾
鸟比翼齐飞，水袖柔婉，昆腔曼妙，重现千年前
有情人相思重逢的情景。

吴文化博物馆，能否成为下一个国风IP？
该馆馆长陈曾路表示，未来的目标是将演绎社
发展成为一个更独立的机构，和博物馆之间有
分有合，既有季度大型演出，也有小型的日常演
出。演出的场地，也不会局限于博物馆，而是走
出去，走进社区、校园等场所。

“在地国风”
——非遗“潮”起来，文物“活”起来

□ 本报记者 陈澄 李晞

“硬指标”推着企业向上“够一够”

“在国有重点企业开展管理标杆创建行
动，是国务院国资委深入贯彻落实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部署，进一步发挥优秀企业示范带
动作用，引领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重点企业
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走深走实的重要
举措。”省国资委副主任李秀斌介绍，省国资
委2020年的“一号文件”正是聚焦省属企业
打好创建一流企业三年行动计划收官战。而
早在2018年，省国资委也是用“一号文件”下
发《关于省属企业修编“十三五”发展战略规
划和制定创建一流企业三年行动计划的通
知》，更是在全国国资系统内，最早提出“创建
一流企业”，并且率先系统性地对一流企业创
建提出考核“硬指标”。

“硬指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明确主业
定位被首先提及，该指标要求企业将主业控
制在3个以内，有条件的控制在1至2个。对
此，苏轴股份总经理张文华深有体会，60多年
来，该公司始终专注于生产轴承行业中的一
个细分领域——滚针轴承。

“滚针轴承区别于其他类别轴承的最突
出特点，是小空间、大负荷。”跟轴承打了一辈
子交道的张文华说。近年来，随着汽车、工业
机器人等领域机械设备都在往小型化、轻量
化发展，给予滚针轴承更多、更大的运用场景
和市场机会。

不过，毕竟身处一个相对小的细分赛
道，苏轴股份曾经受过“诱惑”。“我们当时想
做球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因为这两个产品
是轴承中的主导产品。但是，不论是技术、
工艺还是市场等，我们都不具备优势。好
在我们勇于壮士断腕，及时放弃了这块业
务。”张文华表示，回头看，这个决定是对的，
如果当时做了其他轴承，精力分散了，技术
上就达不到要求，是以自己的短处与他人的
长处竞争。而现在集中精力做滚针轴承，谁
都无法与苏轴竞争。数据也显示，近年来，
公司生产的滚针轴承产量，在轴承行业同类
产品中一直排名第一，为滚针轴承细分行业
的头部企业。

除了聚焦主业，“硬指标”中的其他三项
分别是压减管理层级，瘦身健体，优化总部组
织架构和企业信息化建设。“四项‘硬指标’的
推出，是本着企业‘跳一跳够得着’的原则。”
李秀斌表示，2018年省“两会”期间，我省明
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对国有企
业来讲，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最鲜明的标志
就是把企业做成一流企业。”

徐矿集团正是发力“硬指标”，创出资源
枯竭型企业转型样本。据徐矿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冯兴振介绍，集团主动破解了一批
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清理
退出集体企业55家，处置“僵尸企业”78户，
27家经营性亏损单位基本扭亏，推动企业卸
下包袱、轻装前行。

为全方位创新注入“一流”基因

“这是全国路网内第一家用‘公有云’来
支撑业务的省级交投集团，改变了交通路网
运营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格局，前瞻性地预见
到新兴技术给交通行业带来的颠覆性变革。”
在去年7月份的江苏交控“数字转型 通达未
来——‘六朵云’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上，交通
运输部路网中心领导在致辞中如是评价。

如今回头望，这个评价再贴切不过。

超3000名调度和清障人员、超4000名
高速交警共同使用“调度云”，每年处理突发
事件15万起，发布情报板信息200万条，处
理语音信息500万次……这就是江苏交控的
新“法宝”——“调度云”，它开创了高速公路

“行业云”的新纪元。在“调度云”基础上，交
通运输部已启动全国视频云联网工程，要把
江苏交控的“云”技术推广至全国。

握筹布画，春华秋实。通过对标创建，江
苏交控迎来了创新的收获期。“目前，公司实
现了省内、国内、业内三个领先。一是对比江
苏省属企业，净资产、利润总额和纳税总额始
终保持第一；二是对标国内省级交通集团，是
唯一一家年利润持续超百亿的企业；三是对
照行业整体要求，所属宁沪高速、江苏租赁成
为行业内龙头上市企业。”江苏交控党委书
记、董事长蔡任杰表示。

集团整体对标，传导至基层，还涌现出更

多创新业态。江苏交控旗下通行宝公司利用
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依托商业模式和产品
业态创新，自主打造和研发了高速公路移动
支付平台、“门架系统AI云服务平台”等，致
力于汽车“后”时代场景延伸和智慧交通产业
发展。

同样是对标世界一流，徐矿集团学习借
鉴世界上资源枯竭型矿区转型最为成功的德
国鲁尔区转型经验，走出了一条资源枯竭型
企业转型重生的“徐矿之路”。

“孟加拉国巴拉普库利亚煤矿强富含水
层下特厚煤层安全高效开采关键技术”获
2020年度全国煤炭行业科学技术最高奖；国
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落户徐矿；张双楼煤
矿、天山矿业公司入选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
建设煤矿……以前徐矿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现在一一变成了现实。

究其原因，对标创建为徐矿集团的创新

实现了全方位赋能。“对标世界一流，我们聚
焦主业、聚力转型，破解产业接续、人员安置、
生态治理‘三大难题’，创出了资源枯竭型企
业转型、关闭矿井重生、衰老矿区生态修复

‘三大样本’。”据冯兴振介绍，截至2020年
底，徐矿集团实现了困境突围、转型重生的蝶
变：布局建设六大能源基地，有效解决了产业
接续问题；服务外包运营项目36个，年创收
30亿元，安置了1.1万名职工。4年来，徐矿
集团累计实现经营性现金净流入超147亿
元，上缴税费102亿元。

从滋养“树根”到深挖“护城河”

对标世界一流，其逻辑就像是“树根”，只
有树根的滋养才有树枝的繁茂。不过，国有
企业往往是大型企业集团，作为一个复杂的
大系统，由众多子系统有机构成，各子系统围
绕企业战略目标相互作用、协调运营。这个
过程中，资源如何配置，组织如何统筹，集团
如何管控，战略如何落地，均是企业普遍面对
的难题。

徐工在发展过程中就遭遇“成长的烦
恼”，而在历经多年管理探索与实践后，基
于战略的“315”全面预算管理项目应运而
生。“所谓‘315’，就是3个平衡协同目标计
划资源，1个战略时钟行走打通管理闭环，5
项基础保障体系运行畅通。”据徐工机械副
总裁吴江龙介绍，以3个平衡为例，其目的
就是把好方向，公司为此制定“十三五”战
略，以实现全球产业“珠峰登顶”目标，把整
个公司拧成一股绳，所有的资源能力都围
绕核心目标。

事实证明了“315”经营体系的先进性。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徐工一年一个大台
阶，越走越沉稳，越走越自信，不仅完成了进
入世界前五的目标，而且高居世界第三。数
据显示，徐工“十三五”收入增长3倍多，2020
年比2016年增长多达16.3倍。基于战略的

“315”全面预算管理入选标杆项目，也因此入
选此次国务院国资委选出的标杆项目。

在对标德国舍弗勒的过程中，苏轴股份
同样先做顶层设计，并列出19项重点任务。

“在对标过程中，我们经历从仿制到创新的改
变，并利用自身优势，和客户保持更好的开放
共享关系。”张文华告诉记者，鉴于先进生产
检测设备的引进越来越难，为打破外企的技
术壁垒，打造自身技术“护城河”，苏轴股份的
一项重点任务，是组建非标自动化团队，完成
设备从单功能到多功能，再到模块集成化的
升级。目前，公司研发投产的国内首条冲压
外圈半刚性球轴承装配生产线，在市场上取
得独特优势。

苏轴股份的对标创建，还离不开苏州本
地的大力支持。据苏州市国资委党委书记、
主任盛红明介绍，该市为国企建立的容错机制，
帮企业的一线负责人放开了手脚，让大家敢于
迎着更高目标果断突破。以对外投资为例，
2018年，苏州明确国有企业自主决策投资额
度，从原来的1000万元调整为1亿元，一下子
翻了10倍，从而极大调动了企业积极性。

“不过，自主投资不是乱弹琴。”盛红明表
示，与省国资委提出的“硬指标”相对应，苏州
市属国企投资需在主业内进行。而且，钱投
下去，还得“回头看”。为此，苏州依托专业化
专职监事队伍，每年选取不少于30%的投资
项目开展投后评估，每3年轮一遍。目前，苏
州已连续两年开展后评估工作，共抽查194
个项目，发现问题86个，提出建议4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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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公司入选标杆企业，1家公司入选标杆项目——

对标世界一流，江苏探索国企改革“新思路”

全面对标世界一流企业，江苏一批标杆企业已经“冒

尖”。日前，国务院国资委组织开展国有重点企业管理标

杆创建行动，公布了管理标杆企业、标杆项目和标杆模式（以下

简称“三个标杆”）名单，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徐州矿务集团

有限公司、苏州轴承厂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江苏公司入选标杆

企业，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基于战略的“315”全面预算

管理入选标杆项目。实际上，“创建一流企业”的呼声，江苏提得

最早，如今多家标杆企业的涌现，又为全国国企改革提供了“由

点及面”的江苏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