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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江欣蔚

记者从佛山市新闻发布厅获悉，

由佛山市政府指导、 佛山市工商联主

办、 《财经》 杂志与 《财经》 智库承

办的“2019 中国制造论坛” 将于 1 月

12~13 日在佛山皇冠假日酒店举办。 论

坛以“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的制造业挑

战” 为主题， 通过海内外政商学界精

英深度解读佛山实践， 提炼佛山转型

升级攻略。

大咖云集

剖析全球制造业发展变局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融

合发展， 正对全球产业技术和分工格

局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制造业面临新

的全球规则、 全球价值链、 全球均衡

和全球治理。 然而， “大而不强、 小

而不精” 还是中国许多制造业民营企

业的通病， 而在制造业的新兴领域，

中国还处于“始于科研， 止于示范演

示和成果奖励， 难以形成市场产品”

的尴尬境地， 如何冲破这些问题成为

中国民营制造业破局的关键。

为此， 本次论坛邀请国内外大咖，

如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

委员朱森第、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

蔡鄂生等国家部委领导， 以及佛山本

土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与专家学者同台

对话， 为中国制造转型突围提供一场

多元化的思想盛宴。

据悉， 本次论坛以主旨演讲与主

题对话相结合， 围绕世界变局下的中

国制造业升级、 制造业城市的差异与

协同、 人工智能实现制造业品质革命、

破解民营制造企业融资困境等几大议

题展开。

论坛还特别针对佛山制造业逐渐

向高精尖方向发展， 制造企业将更多

依赖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和能力的特

点， 设立了“制造业竞争力与精细化

管理” 这一议题， 邀请优秀制造业企

业代表共议制造业如何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利润率， 以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

佛山制造业

转型升级全攻略将发布

佛山是制造业大市， 民营经济作

为佛山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

成为观察中国民营制造转型升级的

“晴雨表”。 在本届论坛期间， 《财经》

智库还将发布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佛山攻略》 报告， 这是其继 2018 年 1

月首次发布 《中国制造 2025-佛山样

本》 报告并取得巨大社会影响后， 再

次成立专项课题组， 通过走访 69 家企

业和 8 个行业协会， 深入挖掘佛山乃

至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瓶颈而撰写

的佛山制造业转型升级“全攻略”， 将

为中国其他城市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提

供有力借鉴和参考。

《财经》 智库总裁、 《财经》 杂志

副主编张燕冬表示， 佛山的产业基础

比较雄厚， 门类比较齐全， 但同时又

面临着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和新兴制造

业发展的两大难题， 任务非常艰巨，

新业态发展压力很大。 今年发布的报

告， 主要是谈佛山的问题以及它面临

的挑战、 如何解决问题的攻略， 比如

佛山金融严重滞后于佛山实体经济的

发展， 所以论坛和报告会专门谈这个

问题。 此外， 对民企怎么突围、 壮大

的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新闻发布会上， 佛山市工商联

党组书记李德表示， 佛山作为中国制

造业升级转型的窗口， 一直以来大力

优化制造业企业的营商环境， 鼓励企

业自主创新， 希望为中国制造业探索

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之路。 2019 中

国制造论坛的举办， 希望依托中国制

造业规划， 深入探讨中国制造业的最

新趋势， 剖析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变局，

了解制造业的新理念、 新举措和新技

术， 从而为中国加速从制造业大国向

制造业强国跃升提供智力支持。

“铛！铛！铛铛铛……”1 月 5 日，

第十届佛山

（禅城 ）

岭南年俗欢乐节

之“盖世雄风·谁与争锋”———第七届

蔡李佛功夫大汇演举行。现场醒狮表

演、诗朗诵、扇操、拳术、拳械与搏击

演示应有尽有，为观众奉上了一场武

术盛宴。

舞台上，小到幼儿园孩童，大到上

了年纪的大爷大妈， 都在尽情展示各

式蔡李佛拳术， 于冬日中上演力量的

竞技。其中，身着各色服装的“萌娃”在

寒风中伸拳出掌， 举手投足皆充满力

量，气势丝毫不输青壮年。在拳械展示

环节，当小学生与青年选手同台，速度

与力量，搭配上刀剑、双截棍等器械，

表演瞬间点燃全场，成为焦点。更有大

爷大妈宝刀未老，秀出扇操，为现场增

添了一抹亮丽的红色。

据了解，本届功夫大汇演与往届

相比，表演形式更加创新，队伍更加

多元。除了有来自佛山市禅城区参与

“武术进校园”项目的学校队伍，还增

加了同属蔡李佛拳教育基地的沙岗、

河宕等幼儿园的一群“萌娃”演出。另

外，表演队伍中还有来自广州等地多

支蔡李佛拳特邀队伍参与演出。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许月映

通讯员 许玉芳

近日，《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贯彻落实广东省进一步促进就业若干政

策措施的实施意见》

（下称“意见 ”）

正式

发布。根据《意见》，2018~2020年，佛山全

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3.4万人， 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 力争每年佛山

生源应届毕业生就业率均达到90％以

上，双困生就业率达到100％。《意见》有

多处亮点， 其中高校毕业生的基层就业

补贴、创业补贴和劳动力技能补贴、晋升

培训补贴等多项补贴标准均有所提升。

降低企业招工费用

2018年， 佛山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85741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35416人，

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6768人， 分别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10%、107%、135%。四

季度末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36%。

考虑到目前全市超半数企业招工形

势严峻，存在“招工难”以及就业困难人

员的就业形势严峻等因素，《意见》提出，

全市每年组织50场以上省内“村企”“园

村”“校企”招聘活动，组织10场以上省际

劳务对接活动，支持外省

（区）

在全市设

立劳务工作站， 并通过就业补助资金给

予适当补贴。 全市每年组织10场以上重

点用工企业专场招聘会。 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为重点用工企业介绍员工， 稳定就

业并参加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的，由就业

补助资金按每人400元给予职业介绍补

贴。

激励高校毕业生就业

2018年佛山市生源毕业生有38545

人，而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慢就业”情况

凸显，就业总量压力大。为更好鼓励高校

毕业生就业， 同时加大对困难人员托底

帮扶力度，《意见》提出，将小微企业招用

应届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期限从1年延

长至2年。登记注册3年内的小微企业，按

其吸纳就业人数给予带动就业补贴，招

用3人

（含

3

人）

以下的按每人2000元给予

补贴， 招用3人以上的每增加1人给予

3000元补贴。

应届高校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或乡

镇、村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稳定

就业

（服务）

并参加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

的， 由就业补助资金按每人3000元给予

补贴， 符合条件的同时可以享受岗位补

贴。 而求职创业补贴标准从每人1500元

提高到2000元。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灵活就业的， 按不超过个人实际缴纳社

会保险费用的2/3给予补贴。 同时，将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纳入职业培训补贴范

围， 由毕业学年学生扩大至在校期间学

生，毕业前每人可申请1次。

另外，《意见》还指出，要把就业见习

补贴对象扩大至离校未就业

（毕业两年

内）

高校毕业生和16~24岁失业青年；对

见习者属就业困难人员、 建档立卡贫困

户家庭成员、低保对象或残疾人的，见习

期间由就业补助资金按每月500元给予

生活费补贴。 见习者见习期满被用人单

位留用，稳定就业并参加社会保险6个月

以上的， 由就业补助资金按每人3000元

给予用人单位留用补贴。

针对性培养人才

目前，佛山市、区两级人社部门已据

实向社会公布企业紧缺急需职业

（工种）

目录，对获得目录中职业

（工种 ）

高级工

以上职业资格人员， 劳动力技能晋升培

训补贴和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均可在

规定标准基础上提高30%。 2018年，佛山

市率先在省内成立了“佛山市技工教育

集团”，启动实施“技能人才2357工程”，

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

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佛山计划把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申领

条件由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3年

以上放宽至参保1年以上。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许月映

通讯员 麦恺文

风中出拳 市民热武

佛山市禅城区第七届蔡李佛功夫大汇演举行

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的制造业挑战

佛山举办 2019年中国制造论坛

佛山多渠道激励高校毕业生就业

荨

蔡李佛拳与

双节棍结合。

通讯员供图

▲

“萌娃 ”表演

蔡李佛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