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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章政英）昨天，记者从
区市场监管局获悉，2018年首月全区新

登记民营企业 920 家，新增注册资本
40.76亿元。

该局行政服务科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
截至2018年1月底，全区民营企业总数为
57247家，注册资本总额为2939.56亿元。

从分布领域看，1月份新登记民营企业
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租赁和
商 务 服 务 业 ， 分 别 占 新 增 总 家 数 的

30.76%、22.07%、12.39%。新登记民营企
业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为283家，新增注
册资本4.82亿元，从事制造业的为203家，
新增注册资本8.38亿元，从事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的为114家，新增注册资本5.23亿
元。

吴江今年首月新增民企920家
新增注册资本40.76亿元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核
心在全面，落脚在新。关键是要找准
开放方向、开放地域、开放领域、开
放对象和开放规则等五个方面的短
板，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引进来
与走出去并重，实现对外开放的‘五
个更好结合’，进一步发挥以开放促
发展促改革的作用，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所长叶辅靖曾受邀参加智能制造的吴
江样板交流会，详细阐述了十九大后
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
意义、科学内涵、主要难点及举措，
给予参会人员以有效启示。

形成新格局具有战略意义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格

局的深层次影响仍在持
续，改革开放后，我国所

处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转折
性变化。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呈现经济增速换挡、结构
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换、矛盾风险
高发等特征。叶辅靖分析，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对于适应引领国内
外经济发展新变局，具有十分重要的
战略意义。

具体来看，一是世界经济进入长
周期下行阶段，导致我国外需从危机
前的快速扩大转向持续疲软，发达经
济体鼓励制造业回流使得我国利用外
资和引进技术面临越来越多障碍。推
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加快培育技
术、品牌、质量、服务等竞争新优
势，更好开拓国际空间的必然要求。

二是经济全球化陷入低潮，既给
我国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带来巨大挑
战，也给我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带来重大机遇。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是抓住机遇、应对挑
战的关键，以及更好参与全球经济治
理的必然要求。

三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旧动力难以
为继，但新动力尚不能完全接续，经
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更好地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是为经济发展增添新活力的
必然要求。

四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从历史经验看，通过开放牵引和倒
逼改革，不失为一条有效路径。在
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关键时期，更
需要发挥开放促改革的作用。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全面深化
改革、助推改革顺利爬坡过坎的必然
要求。

形成新格局难在补齐短板

叶辅靖认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
核心在“全面”两个字，包括了开
放方向的全面性、开放地域的全面
性、开放领域的全面性、开放对象
的全面性和开放规则的全面性等五
个方面，重点在“五个更好结合”，
难点在如何补齐短板、实现“五个更
好结合”。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
难点在如何高水平引进来和高质量走
出去——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的
竞争优势已经发生明显变化，高水平引
进来和高质量走出去均面临诸多挑战。
如，我国企业整体国际化经营能力相对
偏弱，且往往不适应国际通行规则，面
临较大经营风险。

坚持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更好
结合，难点在如何提升内陆沿边开放水
平——内陆沿边开放虽然取得显著成
绩，但与沿海相比仍是开放的洼地和
短板。无论在哪个国家，因为区位因
素的制约，沿边都是发展的“神经末
梢”。

坚持制造领域开放与服务领域开放
更好结合，难点在如何有效扩大服务业
开放——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对外
开放程度较低，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
房地产业，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一块短
板。

坚持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
家开放更好结合，难点在如何防范化解
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各种风险——从拓
展海外市场、共同打造新型生产网络等
方面看，我国必须加大向发展中经济体

的开放力度。双方的合作虽然颇有潜
力，但也存在巨大的合作风险。

坚持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更好结
合，难点在如何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建立
高标准贸易投资协定——我国相当一部
分经贸规则尚未完全与国际通行规则接
轨，跨境电子商务、中小企业、数字产
品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兴领域尚未形成科
学合理的规则理念，显著加大了我国和
发达经济体开展贸易投资协定谈判的难
度。

形成新格局需打“组合拳”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难点重
重，究竟该如何才能实现？叶辅靖也在
讲座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叶辅靖认为，“一带一路”是新时
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点，也
是我国构建面向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
家两个开放体系、更加积极主动对发展
中国家开放的主要抓手。他说，要聚焦

“一带一路”，加强机制建设和规则构建
功能。

具体说来，要立足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建立“一带一路”常态化组织机
制；要基于现有多双边合作协议，打造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协同机制；要巩固
FTA既有成果，构建“一带一路”经
贸投资规则；要整合融资平台，健全

“一带一路”融资机制；要着眼长远合
作与发展，强化“一带一路”安全保障
机制。

在叶辅靖眼中，着力改善营商环
境，在特朗普政府掀起的新一轮税收竞
争中赢得主动也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的重要举措。接下来，要以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为重点，打造充满活力的需
求环境；以减少和规范部门许可为重
点，打造不断开放的市场准入环境；以
降低用工成本和税费负担为重点，打造
有竞争力的成本环境。

最后，叶辅靖还提出，要促进走出
去规范有序发展，防范化解走出去风
险；以自由贸易港为主要抓手提升沿
海开放水平，探索内陆沿边开放的有
效模式和路径；以中美、中欧投资协定
谈判等为契机，加快向发达经济体服务
业开放。

图为叶辅靖。
（杨华摄）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叶辅靖讲座选粹

本报记者 杨华

徐徐翻开历史的长卷，不
难发现，历代文人墨客与黄酒
结下了不解之缘。得意之时，
酒 来 助 兴 ， 映 出 英 雄 本 色 胸
襟 ； 潦 倒 落 魄 之 际 ， 酒 来 遣
愁，抚慰谪客征人忧郁凄凉心
怀 。 古 诗 词 中 的 黄 酒 绵 绵 不
绝、无尽无休，滋润着诗人或
豪放或深沉或缠绵或愤激的心
灵。那一首首浸润着生命本真
的 诗 如 一 坛 坛 佳 酿 ， 历 久 弥
香、醇厚悠长，依然陶醉着品
味它们的人们，也形成了独具
魅力的黄酒。

李白，人称“酒仙”，他与
酒的关系非常亲密，嗜酒的名
声传遍四方，只需翻翻李白的
诗集，就不难发现，在他的生
活中简直无处不有酒。如昆剧
中有 《太白醉写》，京剧、川
剧、秦腔等十几个剧种都有相
似的剧目。又如李白佯醉痛骂
杨贵妃义儿安禄山的故事，在
京剧中叫《金马门》，也叫《骂
安》。在我国知名画家的著作
中，也有《李白脱靴图》《李白
捉月图》《太白醉酒图》等，无
一不是反映李白的诗作与酒有
着不可分割的情缘。“兰陵美酒
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
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
乡。”李白的这首《客中行》中
写着泛着琥珀色的光泽的，正
是我们所见的黄酒，诗人面对
美酒便一扫令人沮丧的外乡异地凄楚情绪，愉悦兴
奋之情可想而见了。

相传范仲淹写就《岳阳楼记》其实并未亲临岳
阳，而是靠滕子京送去的三样物品所得。到底是何
宝贝，能酿出如此“名楼名记”？有记载当时滕子京
精心挑选送去的三样东西是：一幅洞庭湖的景观
图；一封他写的亲笔书信，描述了岳阳楼的位置、
特点；最为重要的是还挑选了一坛上好佳酿黄酒。
范公观赏了老朋友滕子京送来的三件物品后，很爽
快地答应了滕子京的要求。开始仔细观摩图画，感
觉美不胜收，然而却不知从何下笔。担心写不好对
不住朋友，对不住这名楼。整日琢磨，越想越难，
时间一恍三个月过去了。终于有一天，一位懂得范
公心思的近身幕僚说：“为何不打开滕公送来的美
酒，来个一醉方休，凭兴而作呢？”范公听后觉得有
理，于是叫家人做了几道好菜，邀几位知心朋友，
开坛畅饮起来。殊不知几杯温热的黄酒下肚后，颇
感浑身上下舒畅之极，顿时感觉心旷神怡，再几碗
下肚更觉眼前一亮，洞庭湖美景似乎尽收眼底，横
无际涯，气象万千，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又想到
自己与滕公的身世，再观其画却有：霪雨霏霏，连
月不开、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之感，感极而悲者
矣！再添几碗与好友谈及天下苍生，想到古往今来
的众多仁人志士，发表慨叹：“真豪杰应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突然灵感闪现！于是，叫家人备好文房
四宝，趁着酒兴一挥而就，得此千古名篇《岳阳楼
记》，一坛老酒见底，文章也落笔了，范公手里的笔
还握在手中，似乎还有所留恋。

遥想当年，黄酒风靡盛世，迁客骚人为了寻访
黄酒，来到江南，来的时候带着“寂寞”，走的时候
留下“传说”。我想，醉美江南同里红就是这么来的
吧！

（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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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2020年，中瑞科技能拥有
100名高级科研人员、50名管理和市场
人员、年产值达3～5亿元，成为‘小而
美’，又具有高度自主知识产权的知识密
集型企业，为吴江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贡献
绵薄之力。”

在日前召开的吴江区中小企业联盟总
结暨《吴江区“专精特新”企业家巡礼》
新书发布会上，区中小企业企业家联盟成
员、“专精特新”企业家代表——吴江中
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宏志作交流
发言，讲述了公司发展的成绩、经验和未
来规划。

中瑞科技自创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工
业级3D打印机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
服务。短短几年里，公司发展迅猛，实现
了从单一产品到全产业链这一质的飞跃。
目前，中瑞科技拥有五大系列30多种不
同工艺的工业级3D打印装备，广泛应用
于模具、汽车、机械、电子、医疗等行
业。

“我们当前是行业内工艺设备最齐
全、技术储备最完善的3D打印设备制造
商和服务商之一，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产品
特色和自主品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周宏志自豪地说。

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抢眼
的成绩？在周宏志看来，这既没有捷径
可走，也没有什么高深理论，靠的是

“一心一意搞研发，脚踏实地干事业”。
他用四句话来总结中瑞科技的发展经
验。

第一句话是立足自主创新，掌握核心
技术。

成立之初，中瑞科技就确定了做“中国
3D打印技术创新者”的定位，希望通过创
新来推动公司进步和发展。“最关键的核心
技术必须要立足自主创新、自立自强，用
自己的技术解决自己的需求和问题。”周
宏志介绍，公司已累计申请专利 100多
项，取得了40多项原创技术和2个国际首
创产品，多项产品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接近
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占据一
席之地。

第二句话是加大研发投入，助推创新发
展。

“只有深化产学研合作，建立更完善的
质量管控体系，持续提高技术水平，优化产
品品质，才能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中瑞科
技虽然是一个小规模的博士创业型企业，资
金有限，但是我们在研发上舍得投入。”周
宏志说，中瑞科技先后与上海交通大学、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等20多所高校建立了良好
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联合研发新材料、新技
术、新工艺和新产品，有效提升了公司的盈
利能力。

第三句话是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才培
养。

人才是企业的战略之本。深谙这一道理
的中瑞科技，建立了良好的晋升制度和薪酬
制度，帮助提升员工业务水平，并不断加强
人才储备。目前，公司员工已达百人（约是
刚成立时的10倍），大专以上学历占到80%
以上，平均年龄32岁，人才梯队的专业结
构、年龄结构合理，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智力保障。

第四句话是强化市场推广，提升服务质
量。

中瑞科技建立了高水平的技术服务团队
和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客户服务体系，
还在广东、福建和北京等地设立了办事处，
现场全方位一对一深度支持各行业客户，为
他们定制开发最合适、优质、高效的3D打
印设备。此外，公司每年都会参加近20场

国内外展会、联盟交流会、技术研讨会等，
开展4～5次主题报告和1～2次新产品发布
会,既强化新技术、新产品的宣传推广，也
让用户零距离了解公司最新发展动态。

虽然公司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周宏
志眼中，这还远远不够，未来的路挑战和机
遇并存。

近几年，3D打印的热度不断攀升，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去年11月30日,
工信部等十二个部门联合印发《增材制造产
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贯彻落
实“中国制造2025”，推进我国增材制造产
业快速可持续发展，加快培育制造业发展新
动能。

《计划》明确，到2020年，增材制造产

业年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年均增速在
30%以上。关键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同步发展
水平，工艺装备基本满足行业应用需求，生
态体系建设显著完善，在部分领域实现规模
化应用，国际发展能力明显提升。

“国内3D打印产业迎来了最好的发展
契机。对于中瑞科技来说，也是恰逢发展的
难得机遇。”周宏志笃定地说，接下来，中
瑞科技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
研发高端3D打印产品，确保在行业内的技
术领先优势，提供专业的3D打印行业应用
解决方案,并“以振兴国家3D打印产业为
己任，构建面向多领域的工业级3D打印生
态链”。

图为中瑞科技产品展示现场。（杨华摄）

构建面向多领域的工业级3D打印生态链
——中瑞科技董事长周宏志谈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杨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