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
月23日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回信，对他们
传承发展好戏曲艺术提出殷切期望。回信
全文如下。
郭汉城、杜近芳、尚长荣、马金凤、蔡正
仁、刘秀荣等同志：

你们好！你们老中青少四代师生的来

信，反映中国戏曲学院办学取得的可喜成
果，戏曲艺术薪火相传，我感到很欣慰，
向你们以及全校师生员工致以诚挚的问
候！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
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希望中国戏曲学
院以建校7 0周年为新起点，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信，弘
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在教学
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
砥砺从艺初心，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20年10月23日

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 文化部
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创办于 1 9 5 0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举办的第
一所戏曲教育机构。近日，中国戏曲
学院一些师生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学院70年来的发展情况，表达
了为繁荣戏曲事业贡献力量的共同心
声。

■“为‘十四五’规划献计策”高端访谈

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 推动科创融资体系形成
——— 访山东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家琰  要闻·2版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戏曲学院师生

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
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

擘画新蓝图
开启新征程

——— 写在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召开之际

□ 本 报 记 者 王桂利
本报通讯员 阎 勇

省部共建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
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全球首个以超算为
主题的科技园——— 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
科技园正式启用；3个学科稳定进入全球
前1%……

从无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到最终
实现科教融合的协同发展，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经历了怎样的聚合反应？
“对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科教融合的探索而言，既没有现成的路径
可以遵循，更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照搬，
唯有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解决制约

发展中的短板和弱项问题，才能够实现融
合发展的阶段目标。”齐鲁工业大学（山
东省科学院）党委书记王英龙表示。

如今，高校与院所的实质融合，彻底打
破了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樊篱，将
科研优势转变为学科优势、资源优势转变
为办学优势、融合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实
现了1+1>2的效果，为大学（科学院）的高
质量发展奠定了制度优势和坚实基础。

聚焦体制机制，聚力改革创新

“信息检索”课程的主讲教师郝凤奇
有两个身份，一是省计算中心智能控制技
术创新团队副研究员，承担着不少国家

级、省级项目；另一方面，他还是齐鲁工
业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专业老师，在课
堂上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在他的课堂
上，学生们能了解全球13台根域名服务器
的分布及其价值。

郝凤奇双重身份的交叉合一，就是科
教一体、科教融合的缩影。科教融合后，
如何通过院所一体化改革，发挥双方资源
优势，实现科教资源融合共生，释放科教
融合潜能？

“必须依靠改革创新，自觉运用改革
思维谋划工作，依靠制度创新激发活
力。”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校
（院）长陈嘉川说。

进行全方位改革，组建新的科教融合

体，打通人力资源壁垒，打破学院、研究所
的界限……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在不断探索与实践
中，摸索出一条科教融合的成功之路。

在法人机构、党委班子、中层机构融为
一体的基础上，在院所一体化、校院两级管
理体系建设、产学研深度融合、科研成果转
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初步形成了科
教一体、协同发展的治理体系。根据人才培
养和学科建设需要，整合学科领域相近的
科研单位和教学单位组建新的科教融合
体，实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打通人力资源壁
垒，实现教学、科研人力资源互动流通。实
行岗位分类管理，实行分类上岗、分类发
展、分类考核。 （下转第四版）

科教融合，1+1>2从何而来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以改革创新实现高校与院所实质融合协同发展

□ 本 报 记 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王文辉 兰美娜

受疫情影响，今年以来，全球贸易遭
受重挫，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打通“双
循环”变得迫切。记者获悉这样一组数
据，上半年，青岛西海岸新区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1660 . 2 7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
资、实际利用外资等方面，分别增长
3 . 6%、22 . 9%；海关统计显示，一季度外
贸进出口飘红，上半年进出口总额567 . 3
亿元，同比增长9 . 8%。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和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西海岸新区何以
实现逆势上扬？怎样做好“两条腿走
路”？近日，记者进行了调研。

外贸企业“回家”要跨过两道坎

“突围！突围！突围！”在青岛西海岸出
口加工区，孙宁刚刚结束有关如何出口转
内销的四场会议，声音沙哑，难掩疲惫。

作为青岛圣美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孙宁经营服装进出口国际贸易28年，年
总产值3个亿，全年出口额2000多万美元。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孙宁不得不面对
订单取消、结算停止、延期付款等问题。
产品滞留仓库，信用证到期……最难的时
候，供货商和三家银行都在向她催款。
“每天各种要钱的电话打过来。多亏政府
的支持，协调银行转成流贷，才给了我们
喘气的机会。”孙宁说，半年多来，他们
把目光转向国内市场，在直播带货、展览
展销中不断尝试和突围。

但是，“回家”的路并不容易。当下摆在
外贸企业面前的就有两道坎：品牌和渠道。

“很多外贸企业在出口时主要采用代

工模式，产品缺乏品牌，在国内市场中知
名度并不高，尽管有品质、价格优势，却
可能会处于竞争劣势。”青岛美美达工艺
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为海外轻奢饰品品牌代
工的企业，合作客户有迪士尼、Buckley
London等。近两年，总经理张玉武看到
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萌生了以外销养内
销，打造一个国产饰品品牌的想法。

疫情下，一切化为泡影。海外订单只
剩下一成，“开拓国内市场”迫在眉睫，
提前上线。张玉武多了一个身份，“巴巴
可琳”轻奢品牌创始人。

进入内销市场，渠道这道题可不简
单。记者了解到，企业以前做外贸，往往
是“工厂”思维，专注于做好订单即可；
而开拓国内市场，则要考虑市场需求，搭
建销售渠道、做好营销。分销渠道又分为
线上、线下两种，线上有电商平台，线下
零售渠道涉及一级、二级代理商。“在转
内销过程中，有些企业仍抱着卖库存的简
单心态，往往是行不通的。”张玉武说。

西海岸新区现有2500多家外贸企业，
年进出口贸易额1000多亿元。对长期执行
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外贸型企业而言，转向
“两条腿走路”需要一个相互“适配”的
过程。

“抓好产业链和供应链，是

根本，也是切口”

“‘双进活动’为我们适应国内市场提
供了一个良机。”疫情期间，张玉武在商务
部门组织的外贸出口产品进商场及电商直
播进外贸企业等活动中，抓住机遇，精心布
展，并不断被推荐到更多平台。

“每一次出场都很用心。外贸业务员化
身销售员，连着几天不停地讲解，嗓子都累
哑了。”张玉武说，“不止是为了一个简单的
销售额，我们更看重过程中对国内市场的适
应，渠道拓展以及资源对接。”从进商超到青
岛国际啤酒节外贸精品展，“巴巴可琳”走到
哪里都有不错的人气。 （下转第四版）

一个外贸强区的“双循环”转型样本
———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山东思辨⑤

□ 本报记者 李梦 高田

10月23日，位于临清市的智创未来高端制
造产业园1号车间内，北京科技大学胡正寰院士
工作站斜轧轴承滚动体生产线上，每隔六秒，
一个高精密度轴承便从终端下线。“像这样的
标准车间、流水线，按常规建设周期需要2年，
在这儿不到半年。”在国内轴承产业领域，胡
正寰院士和他的研究团队是行业顶尖人才，成
果居于产业顶端。作为这个“轴承天团”的引
进人，“80后”北大硕士、未名天使基金合伙
人、智创未来公司董事长张跃学对自己在聊城
和临清的创业过程深有感触，“在这里，我只
需要专注团队、技术、市场，至于其他事项，
当地政府会全部帮助办好。”

临清市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轴承市场以及
完整的轴承产业链——— 周边的东阿县生产钢
球，东昌府区郑家镇生产轴承保持器，冠县生
产轴承密封件。“不止如此，这里还有行业领
先的轴承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隐形冠
军、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企业30
家，这让我看到了轴承产业整合、提升的可能
性。”张跃学说，4年前来临清考察时，他就看
好临清轴承产业发展的前景，并毅然放弃了到
深圳创业的打算，选择距临清市烟店镇轴承市
场较近的潘庄镇建设智创未来公司。

智创未来公司有两大业务领域，一是与国
内轴承行业顶尖人才合作，联手解决共性技术
难题，研发城市轨道交通轴承、新能源汽车电
机轴承等高端轴承，引领轴承产业高端化发
展。二是建设33万平方米的智创未来高端制造
产业园，进行轴承技术研发、产业研究、轴承
生产、检测和大宗商品交易，服务临清市3100
多家轴承企业和全国轴承产业发展，为轴承产
业建链、补链、延链，打造国家级众创空间。目前，产业园内24栋欧
洲标准车间、院士楼已经建好。

得益于优质的软硬件环境，胡正寰院士不仅把斜轧轴承滚动体生
产线建在产业园，还在智创未来公司成立了斜扎轴承滚动体技术研发
推广中心、高端制造创新中心、山东省轴承磨前技术创新中心，重点
攻克中国轴承“卡脖子”难题。

从智创未来公司引进、落地、建设到正常生产，政府服务贴身贴心，
无处不在。聊城市主要领导多次关心支持指导企业发展，临清市建立县
级干部帮包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机制，帮助企业解决一切瓶颈问题。

在智创未来产业园引进入园项目过程中，聊城市副市长、临清市
委书记何宪卓主动陪张跃学去大连招商。“企业外出招商，政府陪同
是为企业发展需要的营商环境做好背书，形成‘企业+政府’的最佳
招商搭档模式。”何宪卓说。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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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王建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以来，山东在全面落实国家降低行政事业性收

费和政府性基金减负政策的同时，在省级权限内又出台5项政府性收
费减免政策，前三季度已为全省市场主体减负35亿元。其中，1-3季
度分别新增减费8亿元、12亿元、15亿元。

具体来看，前三季度落实免征民航发展基金政策、免征进出口货
物港口建设费、减半征收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降低物流运输成
本，累计新增减负27 . 45亿元。

支持文化产业纾困发展。落实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新增减
负1亿元，支持文化产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自今年1月1日至8月底
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新增减负1570万元，切实减轻电影
放映企业负担。

大力支持就业创业。落实在职职工30人（含）以下的企业免征残
疾人保障金政策，预计全年新增减负约1亿元。实施分档减缴残保金
政策，目前已新增减负2亿元。对经批准占道经营的灵活就业者免征
城市道路占用费，预计全年新增减负1000万元。免收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驾驶许可考试费，支持5086名农民免费参加考试，切实减轻农
民负担。

支持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疫情期间对预防和治疗新冠肺炎
的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免征首次注册费，前三季度免费注册产品467
个，为企业减负3682万元。为支持我省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将
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统一降低30%，预计全年新增减负1600万
元。

山东前三季度为市场主体

新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政府性基金35亿元

□崔新程 报道
10月25日，济南九如山风景区

内，满山红叶与青绿的水潭、灰色的
木屋，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画作。

近日，伴随天气转凉，霜降之后
的齐鲁大地进入红叶最佳观赏期，万
山红遍，层林尽染，景色美不胜收。

霜叶

红于二月花

●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

作为重要议题，会议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为未来5年乃至15年中国发展擘画蓝图

●在“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即将胜利

完成之际，中国将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

衔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

步。百年交汇，谋篇布局。这次会议的召开和释放的

信号，将为中国和世界发展注入更强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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