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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着春的脚步，经济日报记者
在这个春节再次出发！从雪域高原
到东部沿海，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
头，80 余名记者与普通劳动者共度
新春，书写基层故事，记录群众心
声。

今年，经济日报社在融合报道
上下功夫，在深度调研上出特色，刊
发了 240 多篇（幅）来自一线的文字
和图片，推出特别报道专版 15 个，
中经网、“两微一端”运用直播、视
频、音频、图文等多种形式，播发各
类新媒体稿件 700 余篇，有关直播
专题累计参与人次近 18万。

春天，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好时

节！行走在生机勃勃的神州大地，记
者们发现，各地区各行业凝心聚力、
真抓实干，闯新路、树新风、谋新篇，盎
然春意扑面而来。

探寻发展新动能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动力转换、
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
春节正是盘点旧岁、谋划新年之际，
实体经济发展情况到底如何？新经
济如何培育？为回应读者关切，经
济日报记者对煤炭、钢铁、装备制造
业、服装纺织业、实体零售业等备受
关注的重要行业和企业，以及广东、
安徽、北京、贵州、上海等不同地区
具有代表性的新经济企业进行蹲点
调研，带来了实体企业的探索与思

考。
真抓实干闯出新路。在机床行

业整体持续下滑的“严冬”，济南二机
床连续第六年实现增长，在国际高端
市场与世界强手同台竞技中也屡屡
获胜。勇于担当、自我加压、奋力拼
搏，是其成功要诀；东风汽车扑下身
子做“实”品牌，打造世界级质量体
系，提升了自主品牌的竞争力；淄矿
集团新升实业公司埠村煤矿通过“减
员一批、输出一批、调剂一批、退养一
批”，平稳解决了去产能中“人到哪里
去”的难题；海南万宁“深耕一只羊，
抓紧一把钳，种好一席菜”，令海南品
牌农业实现了“走出去”。

创新求变激发活力。唯改革
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
胜。当“双创”的大幕开启，创业者

们用梦想与热情谱写着华丽的创
新乐章。“闻新则喜、闻新则动、以
新制胜”，太原钢铁集团历时 5 年研
发，终于突破技术难关生产出了合
格的笔尖用钢，打破了国外企业对
这一领域的垄断；扩大体验业态、
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对商户精细
化管理，北京爱琴海购物公园的客
流量和销售额连年攀升；多品牌发
展、大数据挖掘新市场，让宁波博
洋控股集团在家纺业逆势上扬，产
品销量一路攀升。

新经济点亮新生活。当前，各种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正在加快成
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
广东东莞，全国首创的新业态企业集
群注册登记模式让创业者走得更远、
活得更好； （下转第二版）

“ 我 其 实 是 来 帮 媳 妇 找 工 作
的。”2 月 11 日，在上海长寿家政服
务公司，记者遇到了来自安徽阜阳
的小伙子山涛，“虽然我们昨天才来
上海，其实还在家的时候，我们就已
经开始找工作了。”山涛说。

“ 那 你 是 怎 么 找 的 ？”记 者 问
道。“在网上啊。”山涛随口报出了一
大串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前程无
忧、58同城、赶集网⋯⋯”

当记者问为什么不去人才市场
或者直接去招聘会找工作时，山涛
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在那里能有
什么好工作！”

无论是月薪 4000 元左右的普
工，还是最高 8000 元的技术工种，
山涛对其兴趣都不大，“那本质都是
工人”。山涛一边说一边给记者看
他在网上发出的简历，然后翻出一
封邮件告诉记者：“你看，这家 IT 公

司已经给了我一个经理助理岗位，
我想先去试试。”

山涛虽然刚 27 岁，但已经在外
打工 10 年了，足迹遍布北京、深圳
和上海。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自己
读书时“没学好”，所以现在只能借
助互联网“好好学”。“经过这些年，
我也懂了，没点真本事是真不行。”
山涛说。

正说着，上海长寿家政服务公
司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告诉山涛，已
经有了一个工作单子，“是去照顾 90
岁老人日常生活的住家保姆，一个
月 4000 元，老人能够完全自理，家
里还有一个 60 岁的女儿，都是上海
本地人，老太太身体不错，她们要求
人得安静不能太聒噪，烧菜都得清
蒸，很轻松的。”工作人员提醒山涛：

“过了这周大部分阿姨都回来了，到
时候就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单子了。”

稍稍思考后，山涛给爱人打了个电
话，准备接下单子。

做完这些，山涛说：“你看，我们
两个找工作也是线上线下结合了。
我也让媳妇学学酒店服务，争取从
家政行业转出去，以后在星级酒店
找个体面的活儿。”

不愿当工人，这是不少新生代
农民工求职时的真实想法。上海市
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赵建德告诉记者：“在这些年轻人的
心中，他们和上海、北京、广州的城
里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于老一
代‘看到什么赚钱就做什么’。他们
希望和大城市年轻人一样，坐办公
室、当白领，一线工人显然与他们的
梦想不同，并不是首选的好工作。”

那么，什么才是这些新生代农
民工心中的好工作呢？赵建德给出
了 3 个条件：看中企业品牌、追求管

理岗位、薪资水平不低。
据了解，目前上海在单位登记

就业的参保农民工数量约 400 万
人，其中 60%是 30 岁以下的年轻一
代。然而，他们中有七成人的学历
只在初中左右。现实的差距，让不
少新生代农民工的首选职业，偏向
了房产中介、美发美容这些“类白
领”岗位。

“新生代农民工要当白领，这
并没有什么奇怪。”上海浦东就业
促进中心副主任袁晓东说，有高要
求的“新生代”会被市场“再教育”，
市场会告诉能力不足却有高要求
的务工者，挑剔是不现实的；回过
头来，这些年轻人会去再思考，是
否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以迎合
市场需求，市场会告诉务工者，只
有技能上去了，才能更好地在城市
里生存发展。

闻 鸡 起 舞 绘 新 春
——经济日报社“新春走基层”大型采访活动综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 晋 熊 丽

青睐当白领 技能须先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本报南京 2 月 12 日电 记者薛海燕报道：2 月 12 日上午，江苏省 2017 年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现场推进会在 13 市同时举行。省市县三级重大项目有
1363 个，计划总投资 1.33 万亿元，年度投资 4300 多亿元。总体来看，新产品、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类项目明显增多，表明经济转型升级的态势日渐明显，
经济运行向好的基础不断稳固。

从行业来看，开工项目中近 80%为产业类项目，个数最多、总投资最大，
分别达到 1050 个和 8689 亿元，其中制造业项目 796 个、总投资 5807 亿元；重
大基础设施次之，分别为 128 个和 2428 亿元，其中交通项目 71 个、总投资
1645亿元；重大民生工程 104个，总投资 1072亿元；重大创新载体项目 46个，
总投资 835亿元；重大生态环保项目 35个，总投资 292亿元。

江苏 1363 个重大项目同日开工
总投资过万亿元

2 月 11 日，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直苴村的彝族群众在赛装节上。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当地群众都会自发组织一

场盛大的彝族赛装节。身着民族盛装的村民赛装比美，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据介绍，赛装节是云南楚雄彝族群众

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至今已传承 1300多年。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2月 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国当选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当前，中德关系步入高水平发展阶段，双方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日益深化。中德加强合作不仅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而且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我愿同你一道努力，共同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好发展。

习近平向德国当选总统施泰因迈尔致贺电
为政之要，莫先乎人；成事之要，关键在人。

包括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在内的“关键少数”能否发
挥关键作用，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抓“关键少数”破题，突出“关键少数”这个
重点，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严明纪律、严格要求，
建章立制、着眼长远，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

以身作则 以上率下——

“关键少数”要作关键表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年初中央党校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都会如期“开课”。在研
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都会为学员们讲授

“第一课”，明方向、定遵循、聚共识。
在 2015 年 2 月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了
“关键少数”这个概念。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
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
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1 个月
后，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
团审议时再次强调，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
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
2016 年 10 月，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次
强调了“关键少数”的关键所在——“加强党的建
设必须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而抓好中
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
人员是关键。”“把这部分人抓好了，能够在全党作
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要制定
高级干部贯彻落实本准则的实施意见；通过的《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则专门就党的中央组织
的监督单设一章，突出强调抓好“关键少数”。

纲举而目张，执本则末从。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解决中国的问题，关

键在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关键在党的各级领
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汪玉凯说。

回望四年多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抓
住“关键少数”无疑是贯穿始终的关键一招。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层层动员的政治
实践。

2013 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治局率先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
同志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打铁趁热，环环相扣。
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起点，2015 年起

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聚焦县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2016 年全面启动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则进一步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延伸到了所有基层
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一条以上率下、层层深入的
教育实践脉络清晰可见。

同样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2012 年 12 月 4 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
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
规定。几天后，习近平总书记到深圳考察，不腾道、不封路、不扰民，没有欢迎
横幅，没有层层陪同⋯⋯

“从作风建设切入，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党树起了标
杆。”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说。从此，全面从严治党令出必行、驰而不息，一级
做给一级看，一个节点接着一个节点抓，推动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发生根本性
的变化。

——这是一种念兹在兹、一以贯之的政治要求。
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应心存敬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从中央全会到中央纪委全会，从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多个场合对抓“关键少数”提出要求。
中央政治局处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最高层，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
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
的意志为意志，当政治上的明白人。”

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是执掌重要权力、承担重大责任的“关键少数”。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高级干部必须时刻警醒自己，做到自重自省自

警自励。”
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委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

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
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下转第二版）

抓住

﹃
关键少数

﹄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新华社记者

罗宇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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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