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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11 月 12 日电(记者王菲菲、杨
晨光)走在红毯上，宋金有觉得自己这辈子值
了！在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会上，这位
62 岁的技术工人，从 10 多位提名者中脱颖而
出，拿到了年度技术工匠奖杯。“不疯魔、不成
活。”人们这样评价宋金有。

在华翔集团，还有众多像宋金有一样的工
人，他们精益求精，为了 1 秒钟的改善付出几个
月的辛苦；他们锱铢必较，哪怕 1 毫米的误差都
不放过。不久前，华翔集团为大工匠开出百万年
薪的新闻引发关注。记者日前走进这家企业，寻
找“工匠精神”。

“节约 1 秒对我们都很重要”

技术工人郭永江只有 28 岁，却让华翔所有
人都竖起了大拇指。

某件精密铸件加工环节，按常规需 3 把刀，
每把刀操作完成后，都需机械手换刀。有没有办
法，能用 1 把刀完成全部作业？

经过 4 个多月繁杂的试验，爱思考的郭永
江发明了“三合一钻”。“每换一把刀耗时 5 秒，
现在三合一，能节省 15 秒的时间。数控加工，节
约 1 秒钟，产量就能大大提升。”郭永江笑得有
些腼腆，但不掩骄傲。

数据显示，改用郭永江的“三合一钻”后，每
日产量可增加 17 件，年产量增加 6205 件，每年
提升效益约 9 . 8万元。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土生土长的
民营装备制造企业，成立于 1999 年，主要生产
白色家电、工程机械和汽车等领域的零部件。
20 年来，已实现了对行业的技术引领，全球每 4
台冰箱、空调，就有一台的压缩机核心零部件产
自华翔。

华翔集团总裁王渊说，这一切均得益于不
断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机械化后，对技术工人素质要求更高。”华
翔集团精工技术部部长朱华峰说，比如机器人
抓取，每次工人们下了生产线后都要进行视频

分析：每个动作用时几秒？哪个动作能去掉？
为什么这台停了另一台等了 0 . 5 秒才开始
动？

“节约 1 秒对我们都很重要，有时为了 1
秒钟，要研究好几个月。”朱华峰说。

钻研技术“像着了魔一样”

从企业成立之初，宋金有就进入华翔成
了一名铸造工人。“他这辈子，除了弄那些铁
疙瘩，啥也不会。”老伴半开玩笑地说。

在华翔工作近 20 年，宋金有几乎每天脑
子里想的都是如何改进铸造工艺。有时受一
个技术问题困扰，他晚上睡不着，甚至做梦还
在想。他说，自己从来不开车，因为脑子里都
是工作，怕精力不集中，“就像着了魔一样。”

然而，每一次的专注都会换来技术的改
进。

丰田 X608 叉车原本车架和配重是分开
的，后客户要求将二者合为一体。宋金有带领
的技术团队接到这一任务后，开始一次次地
试验。“每一次都因为钢渣太多不成功，一次
在街上看到一家卖滤网的商店，就想到可以
试着把滤网加进去过滤钢渣。”这一灵感最终
使宋金有团队获得成功，使产品废品率从
50% 降到了 5%。最后，他们还获得 10 万元
奖励。

“就算没奖励，也很有成就感！”宋金有
说。

华翔精密熔炼工程师池跃峰也是一位在
熔炼行业 30 多年的老铸工。即使干了快一辈
子，他仍觉得自己算不上好铸工。“3 年可能
出一个好的机加工，但一个好铸工可能需要
一辈子。铸造必须根据经验、缩尺、变形量推
测它的理想形状，这东西学不完的。”

“工匠精神”代代传承

在华翔展示柜里，放着一个木头做的叉

车车桥模具，那是老工匠陈六海亲手做的。
今年 64 岁的陈六海是山西最好的木匠

之一。工人们说，他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那
就是用精湛的技艺完成一次次的模具制作。
“他做出的模具比机器做得还要精准！”

“咱以前认为无所谓的东西，他特别重
视。”48 岁的杨红喜是陈六海的徒弟，师傅的
教诲他谨记在心：模具误差不能超过 1 毫米，
否则就是废品。模具做完，还要再拿出图纸、
尺子，反复测量。

曾经的徒弟也成了师傅。杨红喜带过 6
个徒弟，有的已经是车间主任了。他带徒弟有
个规矩，不能抽烟，因为木材最怕火。在别人
看来，只要不在车间抽就行，但杨红喜说，如

果这做不到，那是对这行不尊重，趁早别干！
一个徒弟为了跟着他学手艺，愣是把烟给戒
了。

“工匠是华翔最宝贵的财富。”王渊说，在
华翔，工匠是受人尊重的，他们的收入也非常
可观，有的工匠年薪超过百万元。

2016 年至今，经中国铸造协会评定、
工信部认定华翔集团现有“奉献铸造行业
50 年、 40 年、 30 年工作者”，共计 52
人。华翔集团内部也开展“华翔工匠”评
选，累计评定华翔工匠 400 多人，年轻工匠
占 30% 以上。

正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使华翔能够
以产品质量取胜。

这里的技术工人，为了 1 秒钟的改善甘愿付出几个月的辛苦

走进为工匠开出百万年薪的山西民企

新华社石家庄 11 月 12 电(记者
范世辉、曹国厂)在距离河北省武安市
城区 17 公里的磁山二街村，一条集历
史文化展示、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
商帮文化街正在热火朝天建设中，千
米之外，就是浓缩了我国新石器时期
代表文化之一的磁山文化博物馆。这
些既能展现当地文化，又能吸引游人
的文化设施，近几年在武安多个乡村
拔地而起，背后反映出的是武安正在
走一条以特色文化为抓手，以旅游为
引擎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

给每个村子都找到文

化符号

武安是河北邯郸市下辖的县级
市，地处太行山东麓。自汉初便已设县
制，建城史有 2000 多年，拥有磁山、商
帮、红色、戏曲、冶铁、民俗等六大特色
文化，其中磁山文化更是证明了中国
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鸡和种植粟、核
桃的国家。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些宝
贵的传统文化，我们把它和美丽乡村
建设结合起来，用文化来引领美丽乡
村建设。”武安市委书记魏雪生说。

2017 年上半年，武安市农工委
联合多个部门组成文化调查团，深入
到武安的各个村落，走家串户，挖掘
每个村子里正日渐被人淡忘的传统
文化，以明确每个村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的定位。

在地处太行山深处的楼上村，调
查团发现村里不仅有村民业余组织的
平调落子剧团，还有年久失修的演出
剧场；在邵庄村，发现了诸多代代相传
的书法作品；而在大水交村，大量抗日
战争时期颂扬革命英雄的牌匾重见天
日。因此，楼上村在武安美丽乡村建设
的整体规划中被定位成了山居戏乡、平
调落子戏曲小镇；邵庄村则变为了书法
小镇；大水交村成了抗日英雄村。

以点带面确保一个村

都不落下

在美丽乡村建设伊始，武安坚持
将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置于美丽乡村
整体规划之中，借助旅游来盘活乡村
文化资源，让文化兼具公益和商业双
重属性。

在对位于东太行景区的楼上村
“山居戏乡”的整体规划中，既有向大
众传播戏曲文化的平调落子博物馆，
也有收费性质的戏曲剧院，还有与之
配套的戏曲文创产品以及茶馆、咖啡
馆、农家乐等。

对那些条件不太好，文化特色也
不明显的村子，则采取了“以点带面”
的方式。为此，武安将全市范围内的村
子按照旅游定位打破行政区划重组，
划分成了伯延、贺进、冶陶三大古镇和
太行长寿村、朝阳沟、白沙、磁山、兰村、洺湖六大片区。

其中伯延古镇的打造方向是“品古镇文化，享农事体
验”；冶陶古镇是“走进传统村落，触摸传统文化”；贺进古镇
则是“览太行风光，赏明清古韵”。

太行长寿村片区的定位是“养生福地”；朝阳沟片区是
“传统村落与知青文化”；白沙片区是“新时代，新农村，新生
活”；磁山片区是“磁山文化和商帮文化”；兰村片区是“民俗
特色小镇”；洺湖片区则是“休闲湿地”。

“每个古镇或者片区都有 1-2 个核心村，只要核心村发
展起来了，就能带动整个片区，确保了美丽乡村建设不落下
一个村。”武安市委常委、农工委书记、统战部长李树明说。

三种模式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稳步推进

和很多地方一样，武安的美丽乡村建设也需迈过最难
的一道坎——— 资金。“武安总共有 500 多个行政村，要实现
美丽乡村建设的全覆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如果没有资金，
美丽乡村建设就很难进行下去。”武安市委农工委常务副书
记王来斌介绍说。

为解决这一问题，武安根据全域所有乡村的发展现状，
摸索出了三种不同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

“政府助力，自主建设”模式。针对像磁山二街这样集体
经济发展情况较好、拥有一定资金实力的村，主要依靠村里
的投资建设美丽乡村，市政府帮建个别基础设施项目，同时
对一些投资较大的项目给予适当补贴。

“村企共建”模式。针对一些本身已拥有丰富旅游资源、
且有一定知名度的村子，鼓励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通过招
商吸引企业参与到美丽乡村的建设中来。

“政府主导”的模式。主要面向像楼上村这样经济条
件不好的村庄，由武安市政府引导和承担美丽乡村建设
的资金。

“目前这三种模式在武安的美丽乡村建设中都有采
用，每个村子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建设模
式，这也保证了武安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李树
明说。

截至目前，武安首批建设的 24 个美丽乡村,预计在今
年年底全部建成。2018 年，武安还将把美丽乡村的建设范
围扩大到 101 个村。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记者毛振华、余
晓洁)在持续多年政策补贴支持下，LED 灯凭
借节能环保的优势和亲民的价格，快速取代了
传统光源白炽灯，点亮千家万户。行业“十三五”
规划对这一利国利民的产品也给予了很高“期
待”，到 2020 年要达到万亿元产值。

补贴推动了产业快速发展，同时也成为持
续健康发展的痛点之一。如果政策“退坡”，产业
将如何发展？价格还依然亲民吗？目前看，这已
成为悬在行业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从利国利民“两笔账”，看 LED

灯的“光明前途”

忽如一夜春风来。短短几年间，LED 灯成
了我国照明市场的“主角”。这场“春风”，就是技
术革新的强有力推动和节能环保的大趋势。

有试验数据显示，一只 LED 灯可用约 5万
小时，如果每天只用 3 小时，那么从孩子出生一
直用到读大学，理论上都不用换灯泡。白炽灯的
“寿命”要短许多，大约只有 1000 小时。

耗电量也是天壤之别。美国电力研究协会
算了一笔账：一只相当于 60 瓦白炽灯亮度的
LED 灯每天开 10 小时，年耗电约合人民币 30
元，而 60瓦白炽灯的年耗电则要 160 元。

据国家节能中心提供的数据，照明用电约
占全国用电量的 14%，因此，做好照明节能是

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这也是政府大力
推广 LED 灯使用的主要原因。

据国家节能中心主任徐强介绍，我国已
基本淘汰 60瓦以上普通照明用白炽灯，所剩
市场占有率也不到 5% 了。通过实施“节能产
品惠民工程”，这些年全国已陆续推广 LED
高效照明产品 7 . 8 亿只，老百姓不仅享受到
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更为节能环保做出了很
大贡献。

发展“瓶颈”显露，补贴让企

业患上“依赖症”

政策支持、节能环保深入人心，使半导体
照明产业在我国迅速崛起。如今，我国已成为
全球最大半导体照明产品生产、消费和出口
国。过去 5 年，我国半导体照明产值以年均
30% 左右的速度增长。

产业发展的同时，一批骨干企业也在迅
速成长。在 A 股市场上，以 LED 为主营业务
的公司从 2010 年的 2 家发展到目前 35 家。
“这几年公司销售年均增速超过 15%。”三安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志东说。

但不可回避的是，快速发展的半导体照
明产业也逐渐显露出“瓶颈”，高额补贴让企
业患上了“依赖症”。

记者查询一些半导体照明上市公司年报

及公开信息估算发现，国内一些行业领军企
业所获补贴动辄上亿元，名义一般为“技术研
究与开发专项资金”“设备补贴”“季度产业补
贴”等。有企业过去 5 年获补贴高达 25 亿元，
有的年份补贴竟占其净利润过半。

地方鼓励半导体照明行业也多采取补贴
方式。广东省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就提出，财政投入 220 亿元支持包
括半导体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南昌
市新近出台促进 LED 产业发展政策，按照每
个产业研发、检测公共服务平台购买设备发
票额的 30% 给予资金资助。

有专家感慨，政府补贴原本是为了推广
LED 灯，助有实力的企业一臂之力。但一些
企业却患上“政策依赖症”，补贴反而成了其
主要利润来源。

还有部分企业补贴后盲目扩大产能，其
结果是产能过剩，价格战频仍，企业无心研
发…… 2015 年 LED 行业迎来“寒冬”，近
4000 家中小企业倒闭。

寻求关键技术突破，市场巨

大潜力还有待开发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半
导体照明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到 2020
年该产业要达到 10000 亿元产值。万亿元产

值如何实现？业内专家说，离不开市场需求持
续释放，但不能仅靠补贴维持市场低价，一旦
补贴“退坡”，行业何去何从？

从去年开始，一些地方已出现针对 LED
行业补贴的“退坡”迹象。如果企业为填补“亏
空”，借此提高 LED 灯价格，市场会不会买
账？因此，行业要早做打算。电动汽车产业发
展的先例值得借鉴。

在日前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
联盟等单位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半导体
照明论坛上，专家呼吁，我国半导体照明需加
快培育产业创新力与竞争力，唯有如此，我们
才能掌握市场话语权。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我国在照明高端
技术、产品创新、装备制造市场应用等方面与
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此前，飞利浦照明
“群诉”中国照明企业，暴露出的正是国内企
业核心技术的缺失。

国际投资机构 IDG 资本投资业务负责
人梁为栋认为，该产业未来 5 年仍有望持
续增长。汽车、农业、医疗照明蕴含巨大潜
力。

专家表示，下一步，我国半导体照明要在
关键技术上寻求突破，并通过应用领域的拓
宽和市场环境的持续规范，使 LED 一直保持
市场优势，万亿产值目标不难实现。半导体照
明产业“前途”依旧光明 。

新华社上海 11 月 13 日电
(记者李荣)上海市安委会办公
室 13 日发出通报，要求全市加
大对小超市、小市场、小旅馆等
场所的检查整治力度，努力把
“想不到”“不知道”的问题纳入
安全监管视线。

上海市安委会通报说，11
月 11 日 7时许，位于上海浦东
新区祝桥镇江镇社区的“家得
乐”超市发生局部坍塌事故，造
成 3 人死亡、1 人重伤、5 人轻
伤。目前，上海市安全监管局等
部门以及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依
法组成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
调查工作。

安监部门表示，这类事故
集中暴露出小饭店、小超市及
商业用房在经营管理过程中，
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安全意
识、法律意识淡薄，忽视安全生
产工作以及员工安全意识不强
等问题，同时也暴露出基层监
管存在漏洞，需要进一步强化。

上海市安委会在通报中
说，上海各区、各部门、各单位
要在各自管理区域、领域范围
内，立即组织开展商贸企业商
业用房安全排查，确保底数清、
情况明、措施实，努力把“想不
到”“不知道”的问题纳入安全

监管视线。
上海在全面排查的基础上，将重点对临街店

铺、小超市、小市场、小饭店、小旅馆，特别是对老
旧房屋、堆物场所，加大检查力度，强化对分割承
租、多头经营、转租转包行为的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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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难持续，LED 灯如何继续“亲民”

▲工人郭永江在精工车间内操作数控车床（11 月 1 日摄）。 新华社发（杨晨光摄）

▲ 11 月 12 日，婺源正熹堂生态农场员工在加工皇菊。

近年来，江西婺源县大力发展有机皇菊产业，全县种植面积
超过 2000 亩，实现年产值超过 4000 万元，成为婺源农民增
收致富的新兴产业。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婺源皇菊助农民增收

新华社兰州 11 月 13 日电(记者王博、
张睿)邂逅落雪丹霞、畅玩冰雪旅游节、在
黄沙白雪中观赏日出日落……近期，甘肃
多地通过推出冰雪活动、减免门票、发放旅
游补助、奖励旅行社等多种手段，为冬春旅
游季“加温”。

冬春季原本是甘肃省的旅游淡季，近
年来，拥有丰富旅游资源和深厚文化底蕴
的甘肃，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冬春季节
来西北感受别样风光。

记者了解到，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
为冬春旅游季准备了多项特色鲜明的主题
活动吸引游客，如第三届临夏冰雪旅游节、
第三届中国大众滑雪技术大奖赛、世界雪
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等。

拥有七彩丹霞等多处经典景区的张
掖市则将冬春旅游与景区特色融合起
来，为冬春季旅游推出了祁连山地滑
雪、观赏雪后丹霞地貌、游览宗教名寺
感受丝路文化等特点鲜明的精品旅游线
路。张掖市还推出“百元游遍金张
掖”、旅游直航包机和旅游专列奖励补
贴、组团奖励补贴等鼓励游客前往张
掖。

除了门票减免等优惠外，甘肃省敦煌
市还对组织团体游客冬春季来敦煌旅游的
旅行社给予高额奖励补助。

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在票价减半
的基础上，还为冬春季增开多个实体洞
窟，让游客能够获得更丰富充实的游览体
验。

▲小朋友在甘肃省和政县松鸣岩国际滑雪场体验冰雪欢乐游。(1 月 12 日摄）
甘肃省 2017 年加大冬春旅游市场开发力度，整合旅游资源，全新推出冰雪欢乐游、陇上

温泉养生游、春节民俗游、丝绸古道研学游等 8 大冬春旅游产品，吸引众多游客。

新华社记者陈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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