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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子路 赵君

3月6日15时，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媒体开放
日，省委书记刘家义针对记者提出的问
题，逐一作了回答。

“标杆是‘走在前列’”

2月22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山
东省委、省政府召开山东省全面展开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省委书
记刘家义在大会上的讲话，曾被媒体刷
屏。

在开放日上，刘家义谈了当时讲话
的逻辑和思路。他说，习近平总书记要
求山东走在前列，这是我们的标杆。对
照这个标杆，我们确定了建设发展质量
效益高、生态环境优、人民群众富、社
会文明和谐的经济文化强省目标。实现
这个目标，就要分析我们面临的形势，
明确任务、路径和措施。当前的任务就
是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路径就是要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努力打造现代优势产业集群；动力就是

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
实，把全省人民凝聚起来、动员起来，
形成强大合力。

“至于怎么样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讲话稿里已经都有了，如果记者朋友手
上没有，我这儿有，因为当时登出来的
和我讲的有些误差，虽然不大，确有误
差，误差来源是我的‘川普’造成
的。”刘家义笑着说。

“山东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的激情非常高”

有记者问山东在转变干部作风、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举措时，刘家义
说，山东的党员干部精神状态都很好，
干事创业的激情非常高。但是我们为什
么分析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呢？因为我
们对标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对标的是党的十九大精神，对
标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要
求，对标的是山东人民对党员干部的期
盼。标准提高了，差距和不足就显出来
了。能够主动面对差距和不足，是山东
各级党组织和全省人民的底气，这个底

气来源于在山东工作的山东人，来源于
在国内外工作生活的山东人，也来源于
全国人民对山东的支持，这就是底气。

刘家义说，工作中，我们着力加强
政治建设，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五个必须、五个决不允许”；着力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把“好干部”
标准落到实处，同时加强能力建设，锤
炼干部作风，让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始终和群众在一起；着力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把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好，
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好；着力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山东去年一年在全
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
5400多起，处理党员干部7800多人，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4100多人，山东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正在形成，绿水青山的政
治氛围正在形成，全省党员干部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大为迸发。

“山东的金融风险

总体可控”

在回答记者关于山东金融环境的问

题时，刘家义说，山东目前的金融风险
隐患不是那么突出，但是我们决不掉以
轻心；山东的政府性债务总量不小，但
比例不大。即使如此，对于山东金融风
险的隐患防控，我们的措施还是非常严
厉的。

刘家义讲了山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的主要举措。一是通过优化经济质量，
使有可能形成的风险、有可能形成的
不良资产得以转化。二是现在形成的
一些债务，不管是政府性债务也好，
或者是金融资产也好，很多都是好资
产，只是个别企业现金流出了点问
题，把它解决好了，就不会出现大的
风险。三是通过新旧动能转换，壮大
十强产业，推动转型升级，努力把企业
的资产负债率降下来。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是没有负
债就好。”刘家义说，“当然，我们要
把企业贷款始终控制在合理的区间，也
要把政府债务始终控制在合理的区间，
这样就不会形成系统性风险。所以，这
方面我想你们应该比我更有信心，我比
你们更有底气。”

□记者 魏然 赵琳 齐静 报道
本报北京3月7日讯 住鲁全国政协委员今天分别在各自所在小

组，认真讨论宪法修正案草案。邢善萍、赵家军、刘均刚、雷杰、杨
军参加。

大家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
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据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任务，把党和人民在实
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
定，把中共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
愿、时代的要求、历史的选择、国家的意志，对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
进，具有重大意义。

大家表示，完全拥护中共中央作出的修改宪法的重大决定，完
全赞成宪法修改的各项内容，一定认真学习宣传宪法，弘扬宪法精
神，恪守宪法原则，自觉做宪法的忠实维护者、自觉遵守者、坚定
捍卫者。

住鲁全国政协委员

认真讨论宪法修正案草案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李子路

既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里做过科研，又在高校里教过学，还在国
内外企业工作过，现在又在滨州无棣挂职科技副县长，分管海洋渔业
工作。烟台微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邹宁代表，跟海洋接触时间
长、涉及面广，可以说是个老“海洋人”。从宏观到微观，从科研到
产业，从生产到需求，关于海洋，他都有深入的思考。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的强盛都离不开海洋。现在大家都意
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壮大海洋经济，但还是要看
到，海洋科技和别的领域相比还相对落后。”邹宁以863计划举例，
我国第一个海洋科技863计划于1995年制定，1996年开始实施。而整
个863计划是从1986年开始的。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海洋生物制
药当时作为第一个海洋863计划专项列出，但没有科学家来领这个
题，因为搞海洋的人不懂制药，搞制药的人不了解海洋……

“起步晚，但是发展快。”邹宁说，这种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
种途径。一是“学陆地”，把陆地生物制药新技术新成果用到海洋上
来；另一个就是“拉下海”，请相关科学家参与海洋生物课题合作。
“第二个海洋863计划结题的时候，已经有200多人参与海洋生物制药
课题。”邹宁说。

近年来海洋科技更是发展迅速。即便如此，邹宁认为，海洋科技
和其他科技领域相比、跟国外相比依然有不小的差距。他以自己的专
业领域微藻（肉眼看不见的藻类）举例：建设海洋牧场，微藻是基
础。微藻有三万多种、11个门，其中一个叫绿藻门，陆地上所有植物
都是绿藻门的“后代”，但目前国内对微藻研究还不够重视，微藻产
业发展相对滞后。“比如，国内现在普遍使用人工色素，而国外可以
利用微藻形成天然色素，这一技术国内还没有开发。”他建议大力发
展海洋科技，为海洋经济插上科技的“翅膀”，尤其要重视微藻研究
和产业化，为海洋牧场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报北京电）

邹宁代表：

老“海洋人”的科技心

陈增敬委员：

初登大平台的
“跨界”数学家

□ 本报记者 魏然 赵琳 齐静

虽然当了两届民建中央委员，但初登全国两会这个最高议政平
台，山东大学数学学院院长、金融研究院院长陈增敬还是感觉大不
一样。他说，以前作研究只专注于自己领域，不知道外面风景如此
独特。现在能第一时间知道国家的大政方针，能和不同专业领域的
委员们互相交流，就是一个拓宽视野启发思路、学以致用的好机
会。

作为第一个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数
学教授，陈增敬始终认为，数学来源于生活，也会更好地服务生活。
因此，他也进行着从数学到金融、从金融到民生领域的“跨界”研
究。

陈增敬谈到了数学与金融产品的关系，“设计现代金融产品的关
键是‘一个核心，两个基本点’，核心是风险，基本点是定价和投资
种类的规模。如何计算风险、价格和投资种类的规模，本身就是数学
公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公式就是一种产品。”

高质量的金融产品如何更好地为民生服务，则是陈增敬目前正在
研究的领域。他给记者举例：比如政府可以优惠的政策推出教育基
金，孩子一出生，家长就可以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给孩子买这个基
金，基金通过银行或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来运作，形成多层次的风险
共担体系。“我测算过，如果一个家庭在孩子0－18岁期间每年投入
2000元，等孩子上大学时可能拿到8万多元。相当于预支18年的钱去
做金融产品。”

陈增敬认为，我国现有很多金融产品都是金融企业或行业设计
的，质量参差不齐。如果政府层面能推出一些以民生为标的的金融产
品，既满足百姓投资需要，又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丰富金融市场，
达到融资目的。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廉卫东
杨学莹 赵 君
李子路

“这不仅是一次开放日，也是一次
学习日、宣讲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在山东转化为具
体实践的生动一课。”3月7日，临沂市
市长张术平代表，仍在回味前一天山东
代表团媒体开放日的情形。

让张术平印象深刻的，是淄博原山
林场党委书记孙建博代表和林场一帮人
的创业经历——— 原山林场从一个光秃
秃、穷得濒临倒闭的“要饭林场”，发
展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
到94 . 4%，年接待国内外游客上百万人
次。“正像刘家义书记点评的，这不正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生动
诠释吗？”张术平感慨，这也使我们深
刻感受到，只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什

么事业是干不成、干不好的。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豪

迈集团电火花科研小组组长王钦峰说：
“记者抛出的一个个问题，代表了社会
各界对山东的关注点。代表们的回答深
入浅出、扎实客观。听完这堂课，自己
对山东的亮点、短板和未来的工作重点
都有了更深的认识。”

“180多名境内外记者前来采访，
不少人把关注点放在了新旧动能转换
上，这充分说明新一届省委抓新旧动能
转换抓到了点子上，不仅得到省内一致
拥护，也受到境内外媒体的高度关
注。”省发改委主任张新文代表告诉记
者，他对两个细节印象深刻。“海尔集
团公司总裁周云杰代表被问及贸易战
时，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邱亚夫代表谈到品牌时，所表现出的豪
迈自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展
现了一个地区在上升时期昂扬奋进的精
神头，这就是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
心指数。”张新文感慨说。

“开放日结束后，有记者找到我，
说山东产业以前给人的印象是粗大笨
壮，你所讲的如意故事让大家不得不改
变这个印象。我对这位记者说，山东正
在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像如意
这样的企业今后会越来越多。”如意集
团董事局主席邱亚夫代表表示，这次开
放日让他坚信，山东人一旦转变了观
念，转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上去，齐鲁
大地迸发出的创造力一定是惊人的。

“我回答记者，不怕贸易战，因为
我们有领先的工业互联网模式。而作为
山东企业，更让我们有底气的，是党中
央的关怀和支持，是山东雄厚的产业基
础，是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
重大历史机遇。只要我们鼓起士气、干
事创业，就一定能在新一轮发展中取得
更大辉煌。”海尔集团公司总裁周云杰
代表也深有同感。

作为一名新代表，聊城市茌平县贾
寨镇耿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耿
遵珠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大场面”，现

在说起来还十分激动：“开放日开放得
振奋人心！刘家义书记说，山东不仅要
打造生态环境上的绿水青山，而且正
大力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全省党
员干部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心齐气顺
劲足。”在现场真切感受到开放、自
信的气魄，感受到浓厚的干事创业氛
围，耿遵珠有种坐不住的紧迫感：
“经过多年奋斗，我们耿店村成为鲁
西地区远近闻名的‘大棚村’, 乡村
振兴蓝图已经绘就，回去后要不懈奋
斗，带领老百姓苦干实干，让老百姓过
上更好的日子！”

代表们纷纷表示，这次开放日，
生动展示出了一个人气更旺、士气更
高、底气更足、风气更正的山东。只
要全省上下始终保持这么一股自信、
开放、创新、奋进的精气神，就一定
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走在前列。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媒体开放日在山东团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

永葆这股勇往直前的精气神

住鲁全国政协委员、省文联主席潘鲁生：

向“创新设计”要新动能
□ 本报记者 赵琳 魏然 齐静

3月7日，住鲁全国政协委员、省文
联主席潘鲁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全国两会他将围绕“发展设计产
业，以设计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推
进新旧动能转换”提出提案。

目前，山东省已经全面启动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潘鲁生说，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生产模式创新是基础，设计
创新是条件，科技创新是根本。国内外
经验都表明，必须把创新设计作为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创
新设计在创新链中的关键作用，提升产
业的整体创新能力。

具体到山东，潘鲁生分析，山东是
制造业大省，但制造业创新的综合指数
仅处于全国中游水平。动能转换过程
中，淘汰落后产能、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和产品文化内涵，实现“制造型”向
“创造型”转换，必然需要创新设计的
支持。他建议，整合国内外高质量的资
本智力，建设一批辐射性、带动性强的
工业设计中心，加大对白色家电、纺织

服装、船舶游艇等领域产品的设计提升
和品牌再造。

据统计，在最终产品的质量问题
中，80%是由设计原因引起的。对此，
潘鲁生认为，产品的质量首先是设计出
来的，其次才是生产。比如，淄博陶瓷
产业虽基础优势明显，但设计创新能力
不足，仍以中低端产品复制、加工为
主，制约了产业发展壮大。面对这种情
况，淄博市政府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合
作，成立了淄博陶瓷学院创业中心，不
仅可较好提升陶瓷产品文化、技术和创

意含量，还能为地方培育大量创新创业
人才。

潘鲁生还建议，推进设计与旅游融
合，从创意设计环节着手，加强文化体
验设计开发，为各地旅游纪念品注入
“惟一性”，提升旅游文化内涵，拉动
旅游消费。应鼓励开展“山东设计节”
“全民设计日”等公众创意设计活动，
树立关注设计、尊重设计、消费设计的
理念和意识，营造创新设计的浓厚氛
围。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铆足一股劲
把“走在前列”落到实处

山东女代表，巾帼不让须眉
3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审

议宪法修正案草案。代表团中的女代表踊跃发言，赢得阵阵掌声。
左上图：张惠（左）、曹金萍代表接受媒体采访，畅谈心声，知性优雅。
左下图：莫慧兰代表侃侃而谈，赢得代表们的热烈掌声。
右 图：王雁、王银香、王雪梅、王娟（自左至右）在热烈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牢记嘱托 山东向总书记汇报

101秒，一起来看山东这一天

山东团开放日，全国媒体怎么看？

H5

开放日

更多内容

见新锐大众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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