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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经济一路同行，中国制造也一路
转型。

千差万别的企业可能有千差万别的改
变，千差万别的改变背后又可以找出一条条
相似的轨迹。让我们通过一个个具有代表性
的企业故事，洞察正在“蝶变”的中国制造。

从 1 . 0 版升级到 2 . 0 版

不仅可以完成全景摄像，还加载虚拟现
实功能，这款歌尔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无人
机集中了其在声光电领域的技术。作为中国
本土成长起来的制造企业，过去很多年，歌尔
凭借微型声学模组、传感器等优势，成为三
星、索尼等国际知名企业的重要供应商。

“虽然做供应商日子也不错，但发展却始
终无法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歌尔公司副总
裁吉永说，歌尔将深耕虚拟现实、人工智能、
顶级音响等领域，扩大品牌影响。

一根棉纱线，可以做到细如蛛丝、绵延一
公里、仅重 1 . 94 克；一件衬衫，可以做到 360
度无缝线、水洗 100 次不变形、免熨烫……作
为国际知名品牌巴宝莉经典格子面料的供应
商，鲁泰集团如今也在追求自我品质的道路
上越走越宽。目前，鲁泰自主品牌产品 70%

出口海外，高档色织面料出口份额占全球市
场 18% 以上。

新时期的中国制造从低附加值加工制造
的 1 . 0 版，正逐步升级到注重质量和品牌的
2.0版。中国高铁、神舟飞船、天河计算机、北斗
导航……一个个中国品牌，已闪亮国际市场。

从 0 到 1 的突破性成果更多

从 0 到 1 的突破性成果、原创性创新越
来越多涌现，正让中国制造的面貌焕然一新。

别小看一片小小的药，其中往往蕴含着
高端技术与创新。

去年底，天士力控股集团自主研发的中
成药复方丹参滴丸，完成了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临床试验，这也是中药领域创新与
国际化取得的重大进展。

0 到 1 的创新之后，1 到 100 的创新紧

随其后。天士力在打造中药先进技术制造平
台、智能化装备等方面实现了持续创新。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生产耐用的汽车玻璃
窗升降钢丝，是世界级难题。“这种钢丝要求支
撑玻璃窗可升降 8万次，对材质和生产工艺要
求极高，中国曾长期依赖进口。”法尔胜泓昇集
团副总裁刘礼华说。经过多年自主研发，法尔
胜生产的玻璃窗升降钢丝，已被全球汽车厂商
争相使用，中国也成为继日本和比利时之后，
世界上第三个可以供应这类产品的国家。

近年来，中国制造的“原创”“首创”色彩
越来越浓。华为在全球率先推出高温长寿命
石墨烯基锂离子电池，可将锂离子电池上限
使用温度提高 10℃，使用寿命提升一倍。“神
威·太湖之光”成为世界首台运算速度超过每
秒 10 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

工信部资料显示，中国对透明显示技术、
锂离子电池、超导材料等多个领域的前沿研

究取得重要进展，在国际上处于领先位置。

从 2 产业转型为 2 . 5 产业

曾是典型的制造业企业，雷沃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踏上了制造服务业的道路，从第二
产业转型成横跨二、三产业的 2 . 5 产业。

如今，作为雷沃重工的客户，可通过其包
括呼叫中心系统、整机销售系统、配件服务系
统、GPS 系统在内的物联网服务平台，享受
智能自助、现场维修、配件维修等多种服务。

从最初做空调，到做大型制冷设备，再到
如今进军余热回收、环保污水处理等，双良集
团经历着从制造业向服务商转型的过程，如
今已超前布局并已完成了多项重点工程中能
源回收和智能能源管理。

“海尔的转型：从制造产品的企业转型为孵
化创客的平台”，在传统制造企业海尔集团的中
央空调智能互联网工厂，这条标语格外醒目。

截至目前，海尔平台已汇聚了 1333家风
投机构，118家孵化器空间……

伴随着互联网+、信息化步伐的加快，产
业融合、企业升级的图景正在不断描绘，中国
制造正在演绎着“N”种可能。(记者何雨欣、
高亢、安娜)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更多“原创”“首创”，“蝶变”中国制造

据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5 日电(记者高
攀、江宇娟、金旼旼)从中国经济增长到中
国金融风险，从人民币国际化到“一带一
路”倡议，“中国”无疑是此间举行的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秋季年会的
高频词汇。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
济增长、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
正对全球经济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 1
中国经济稳健增长惠及全球

IMF 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增速预期分别上调至
6 . 8% 和 6 . 5% 。这是 IMF 今年第四次上调
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年会期间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IMF 预测中国再
次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这既是
国际机构对中国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
的高度肯定，也体现出中国政府有能力驾驭
经济，推动经济在改革中稳健增长。

朱光耀强调，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
密交融、相互推动的积极作用更加深刻体
现出来。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普遍向好
态势，外部环境改善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
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实现有质量的较高
速度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也作出了重大
贡献。

IMF 亚太部主任李昌镛说，中国经济
转型和中产阶层崛起为亚洲经济体提供了众
多机遇，中国经济稳健增长正是亚洲经济多
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
《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如果没有中国经济
的强劲增长，过去五年全球经济将少增三分
之一。

关键词 2
中国金融风险可控令市场安心

近年来中国信贷和债务增长较快受到全
球投资者普遍关注，中国金融风险究竟如何
也是年会与会人士关注的热点。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年会期间表
示，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性
调整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等原因，中
国金融业的潜在风险有所增加，但总体上风
险可控。为加强金融监管，中国已成立国务
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
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中国政府
有能力和信心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保持经
济健康、稳定运行。

IMF 总裁拉加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IMF 非常欢迎中国央行近期采取的控制信
贷增长的措施，继续推进这些措施对于防范
金融风险很有必要。

新加坡星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
拜格在国际金融业协会举办的一场活动上
说，现在大家普遍对中国政府管理经济和金
融的能力感到更加放心。他表示，过去几年
中国在银行业监管方面做得很好。

关键词 3
人民币国际化水到渠成

人民币加入 IMF 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刚刚过去一周年。作为 IMF 官方储备货币
组合中唯一的新兴经济体货币，人民币国际
使用状况和发展前景备受媒体关注。

IMF 亚太部副主任马克斯·罗德劳尔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民币“入篮”对
IMF 和全球经济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
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大步”，意味着中国经
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IMF 希望中国在国
际货币体系中感到“宾至如归”。

罗德劳尔说，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是一
条直线”，会有起伏，但只要中国继续推动
改革、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人民币国际化自
然会水到渠成。

李昌镛认为，鉴于中国贸易和中国经济
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人民币国际使用增
加是必然趋势。

关键词 4
“一带一路”促进全球经济融合

年会期间，中国财政部和世行举办了
“一带一路”高级别研讨会，这是 IMF 与世
行年会首次聚焦“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财
政部副部长史耀斌接受采访时说，“一带一
路”倡议作为开放包容的平台将促进中国发
展经验的共享，有效深化国际务实合作，推
动全球经济一体化。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代表，哈
萨克斯坦副总理叶尔博拉特·多萨耶夫在研
讨会上说，哈萨克斯坦正在以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为契机推进经济转型，基础设施的
联通让哈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更加紧密。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
心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也在年会期间联
合举办了“一带一路”高层研讨会，与会的国际
金融机构代表们共同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
中国为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他们愿与中
方加强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走向成功。

从 IMF 与世行年会高频词看中国经济影响力

世界第一：水稻亩产 1149 . 02 公斤！
袁隆平团队的超级杂交稻在北方取得最高产量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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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记者李延霞)人民币硬币，也就
是俗称的“钢镚儿”，和我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一枚硬币的诞生，需
要多少道工序？你乘坐公交车、购
买饮料时投出的硬币最终去了哪
里？新华社记者日前走进造币厂
和商业银行，揭开硬币生产制造、
清分回笼的神秘面纱。

制造：十多道工序

10 月 9 日下午，记者来到上
海造币有限公司第二车间，8 台
坯饼压印机正在紧张工作。“镍包
钢”的坯饼经过加料提升机进入
压印机后，机器对每个坯饼进行
压印，之后经过传送带进入在线
机检设备进行产品质量判定，包
括图案是否清晰饱满、正背模是
否对正等，不合格的产品会被剔
除，合格的产品进入自动封包线
进行包卷、塑封、装箱。

这只是硬币制造的最后三个
步骤：压印、检测和包装。一枚硬币
的诞生，要经历模具设计与制作、
制造生产两大环节、十多道工序。

图稿设计是造币工作的第一
步。我国已经发行的流通硬币中，
国徽图案的采用、花卉系列图案的
设计都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和历史
背景。设计稿完成后，接下来是制
作油土模、翻制石膏模、电铸铜型、
雕刻原模、翻制工作模等工序。

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高级工艺
美术师余敏是我国第四套人民币
中的壹元牡丹硬币原模的雕刻
者。他告诉记者，因为当时是首次
采用“镍包钢”这种新材料，立体
浮雕在油土模、石膏模上经过多
次反复修改，从开始到最后完成
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根据设计图
稿在油土上做立体浮雕，最大的难题是对高度的把握，一毫米
的百分之十，10 丝，所以需要不断调整。”

模具制作完成后，接下来就是生产工序，主要包括带材拉
铸、坯饼冲制、坯饼光边、坯饼光饰、坯饼印花、称重计数、产品
包装等。当前我国硬币的生产主要由上海造币有限公司、南京
造币有限公司和沈阳造币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完成。

发行：四套硬币见证发展

目前我国总共发行过四套人民币硬币。1957 年 12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其中硬币为我国首
次发行，包括壹分、贰分、伍分三种面额，材质为铝镁合金。这
套硬币又称为“硬分币”，是我国流通使用时间最长的硬币，目
前仍在发行流通。

这套硬币的设计与制造是在国家经济实力比较薄弱，造
币技术、设备、材料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开展的。现在人们
生活中基本不再使用分币，但铝制分币的铸造与发行是人民
币发行的重要印记，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见证。

我国第三套人民币中的硬币于 1980 年 4 月 15 日发行，
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圆四种面额，壹圆硬币背面采用长城图
案，因此又被称为“长城币”。该套硬币于 2000 年 7 月 1
日停止在市场流通，这是目前我国唯一停止流通的硬币。“长
城币”生产数量少，流通时间短。其中有些年份没有公开发行
过流通币，仅存在装帧册中。正是因为稀少，“长城币”受到收
藏爱好者追捧，市场价格较高。

随着国民经济增长，铝分币在市场上的流通职能逐年下
降，“长城币”多沉淀于收藏领域，市场急需一组新的“圆、角硬
币”缓解货币需求的压力。我国于 1992 年 6 月 1 日发行第四
套人民币中的硬币，在设计上首次采用了花卉图案，1 角、5
角、1 元背面主景图案分别为菊花、梅花和牡丹花，业内俗称
“老三花”。其中 1 元硬币采用“钢芯镀镍”材料，开启了我国大
规模使用钢芯镀镍材料制造硬币的历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现金的需求日
益增加，加之自动化技术和精细加工业的快速发展、自动售货
系统的普及等都对流通硬币的质和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
第五套人民币中的硬币于 2000 年 10 月 16 日起陆续发行，正
面首次采用“中国人民银行”行名，1 角、5 角、1 元背面图案主
景分别为兰花、荷花和菊花，这套硬币也被称为“新三花”。

一枚硬币，方寸之间，是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缩影与
见证，也是凝结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回笼：商业银行称重回收

有新币的发行，就有旧币的回笼。10 月 10 日上午 10 点
左右，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北区支行，一辆押运车载着从公交
公司回收的硬币驶入库区。押运人员将硬币交接给库房人员，
之后这些硬币被送到清分车间。

车间里，工作人员将硬币倒入清分机，机器对硬币进行识
别，残损币、假币、游戏币等会被自动弹出。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机器判断硬币是否合格的标准包括直径、厚薄以及电阻
等。符合流通要求的硬币会被自动打卷、装盒、装箱，之后银行
将再次投放市场，不合格的硬币会交给人民银行进行销毁。

工行上海市分行北区支行行长金列奇表示，他所在支行每
天回笼硬币 50 万枚左右，公交公司、寺庙等是回笼量较大的地
方。“回收硬币按照称重来计算，可能会有很小的误差，但基本
差不多，一枚一枚地清点从时间和成本上来讲不太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的发展，硬
币的需求量在减少。金列奇告诉记者，该行每天硬币投放量
30 万到 35 万枚，大型商场、超市、医院是投放量较大的地方，
今年的投放量减少了 5% 到 10%。“以往每年夏季是硬币投放
高峰，因为购买冷饮、水果等消费旺盛，但现在小商贩很少去
柜台兑换硬币了。”

硬币回笼量大于投放量，积压的硬币怎么办？金列奇表
示，经过央行批准，从去年开始该行开始试点把硬币投放给其
他商业银行，进行同业横向调剂。这是央行推进硬币自循环的
一部分。央行上海总部货币金银处处长俞伟强表示，由于各种
原因，我国硬币沉淀量较大，大量硬币留在老百姓手里，造成
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央行要求商业银行加快硬币自循环，激
活沉淀货币，在投放、回笼环节加大机具投放力度，包括硬币
兑换机、清分机、打卷设备等，方便了老百姓就近兑换，提高了
金融服务效率。”俞伟强说。

此次创纪录的水稻种植是在河北省硅谷农科院超级杂交稻
示范基地产生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提供“超级稻”种
子，河北省硅谷农科院进行种植。“四良配套”是能够创造纪录的
关键，其中良种是核心，良法是手段，良田、良态是基础。

此次测产的水稻之前在中国南方种植较多，这次在北方取
得最高产量证明了该品种在南北方种植都可以获得成功，这对
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17 日电（记者赵
鸿宇、高博）“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
士袁隆平团队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湘两
优 900(超优千号)”又创纪录，经河北省科技
厅组织的第三方检测组检测，实现平均亩产
1149 . 02 公斤，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新、
最高纪录。

亩产 1149 . 02 公斤

创世界水稻单产最高纪录

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的河北省硅谷
农科院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是全国第六期
超级杂交稻“百千万”高产攻关示范工程示范
点之一。相比其他示范田，这里纬度最高、最
靠北，多年平均降水量 527 . 8 毫米，有 60%
以上的降水集中在汛期，全年无霜期 200 天
以上，年日照 2557 小时，属轻度盐碱土地。

15 日，在河北省科技厅组织实施的实际
测产中，华中农业大学、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等
7 个单位的 7 名专家组成了测产专家组。专
家组对种植的 102 亩示范田进行现场考察，
随机抽取了三块示范方，三块地亩产分别为
1181 . 00 公斤、1129 . 68 公斤和 1136 . 38 公
斤，折合平均亩产 1149 . 02 公斤。

袁隆平院士 15 日也亲临测产现场，对于
评测结果，袁隆平在现场写下了：“亩产量遥
遥领先于全世界。”国家水稻数据中心数据显

示：该品种整个生育期表现良好，10 月 5 日
初步实收测产时，亩穗数 19 . 5 万，成穗率
78 . 6%，每穗粒总数 304 粒，结实率 90%，千
粒重 25 . 5 克，穗粒数 273 . 6 粒，预测亩产理
论产量在 1357 . 4 公斤。

河北省科技厅农村处处长徐成表示，硅
谷农科院高产示范田 2016 年就创造了亩产
1082 . 1 公斤的高纬度地区世界最高纪录，今
年平均亩产 1149 . 02 公斤又一次创造了新
的世界纪录。

“四良配套”为创造纪录保驾护航

宋福如是河北省硅谷农科院超级杂交水
稻百亩示范田的负责人。他表示，2015 年开
始，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与河北硅谷
农业科学院进行战略合作，中心提供“超级
稻”种子，他们提供基础设施和自己研发的有

机硅水溶缓释肥，双方在邯郸永年共种植了
102 亩水稻。

宋福如总结，“四良配套”是他们能够创
造纪录的关键，其中良种是核心，良法是手
段，良田、良态是基础。他们在种植之前，工作
人员便将河水引入硅谷农科院，以保证示范
田里的水保持一寸多深。同时筛选的都是颗
粒饱满的种子，再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浸种、晾
晒、催芽等，确保前期工作万无一失。

选好品种后，再与他们研制的有机硅水
溶缓释肥配套使用，在调节微碱性土壤的同
时促成水稻根系发达，形成了超级杂交水稻
高产增收的良好条件。“我们采用精细化管理
模式，每天都有员工观察作物生长情况，并有
专人负责施肥、除草、灌溉等，整个试验田的
水稻在生长期并未出现倒伏状况，也未产生
大规模病虫害。”河北省硅谷农科院农化中心
主任、高级农艺师乜红民说。

提高单产保障粮食安全

让土地“更放心”休耕

此次测产组组长、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
环境学院教授涂书新称，我们国家人口多，耕
地少，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可以用有限的
耕地生产更多的粮食。此次测产的水稻之前
在中国南方种植较多，这次在北方取得最高
产量证明了该品种在南北方种植都可以获得
成功，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宋春芳介绍，他们从 1995 年开始育种，经过
多年培育后发现，试验田种植水稻的产量与
大田种植会有一个合理的梯度差，如试验田
的水稻亩产 1000 公斤时，不少农民种植的水
稻亩产可以达到 800 多公斤，他们相信随着
培育出更高亩产的水稻，使用良种的农民在
大田种植时会收获更高的产量。

多位专家表示，实现高产稳产对土地轮
作休耕很有帮助。我们可以确保用更少的耕
地获得更多的产出，能够让土地“干活儿”的时
候好好工作，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

谈及未来，宋福如表示，“袁隆平院士提
出三个目标，分别是实现示范田每公顷产量
达到 16 吨、17 吨、18 吨，如今 17 吨目标已
经完成，我愿意继续向 18 吨的目标冲刺，这
也是袁隆平院士的梦想。”

新时期的中国制造从低附加值加工制造的 1.0 版，正逐步升级到

注重质量和品牌的 2.0 版。中国制造的“原创”“首创”色彩越来越浓。

伴随着互联网+、信息化步伐的加快，产业融合、企业升级的

图景正在不断描绘，中国制造正在演绎着“N”种可能。

一枚硬币的诞生，要
经历模具设计与制
作、制造生产两大环

节、十多道工序。人民币四套
硬币的发行与变化，是我国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缩影与
见证，也是凝结民族传统文
化的重要载体。如今，随着支
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的发
展，硬币的需求量正在减少。

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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