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人大黑龙江团谈东北振兴一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人大黑龙江团谈东北振兴一周年，，人大代表说变化谈感受人大代表说变化谈感受——

这一年，东北埋头苦干重振信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 晋 李万祥 陈 力 周明阳 李己平

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
谈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谈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鼓足精气神 振兴大东北
平 言

要瞄准方向、保持定力、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急躁是
不行的，浮躁更不行。要向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要发展，
向选好用好各方面人才要发展，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
网。发展不能守株待兔、固步自封，要在市场环境下、竞
争中求发展。要扬长避短、扬长克短、扬长补短，向经济
建设这个中心聚焦发力，打好发展组合拳，奋力走出全面
振兴新路子。

——2016 年 3 月 7 日，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转方式调结构是苦干出来的，而不是硬等出来的。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

紧紧抓在手上，切实托住这个底。
——2016 年 5 月，习近平在黑龙江省考察时的讲话

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不能再唱“工业一柱擎
天，结构单一”的“二人转”，要做好加减乘除。加法——
投资、需求、创新，减法——淘汰落后产能，乘法——创新
驱动，除法——市场化程度。现在加法多、其他少，亟待
补课。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往往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内
在动力不够。现在看到了问题，应该更早觉悟。如果按
照原来的跑道跑，跑得越快可能偏离越远。这个问题不
解决，老工业基地难以凤凰涅槃、腾笼换鸟。

——2015 年 3 月 9 日，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老工业基地很多企业浴火重生的实践说明，无论是
区域、产业还是企业，要想创造优势、化危为机，必须敢打
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要抓住新一轮世界科
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支持和引导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不断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创新活
力、创新实力。

——2013 年 8 月，习近平考察辽宁大连、沈阳等地
时的讲话

要进一步做好攻坚克难要进一步做好攻坚克难、、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和工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和工
作准备作准备，，大力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大力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加快加快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增强工业核心竞争力全面增强工业核心竞争力，，促进资促进资
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枢纽建设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枢纽。。
要大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要大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注重关心生活困难群注重关心生活困难群
众众，，让群众得到看得见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摸得着的实惠。。

——20132013 年年 33 月月 66 日日，，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一次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东北振兴，牵动人心。
面临经济下行压力，面对复杂莫

测的市场变化，东北老工业基地遭遇
困境。推动东北经济脱困向好，实现
新一轮振兴，事关全国经济发展和转
型升级大局，事关区域协调发展全
局，事关广大群众福祉，也是今年两
会的热点话题。

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召开振兴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会，通过
了《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
兴战略部署、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
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推
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黑土地
迎来了新一轮春风。推进东北振兴，
重点在哪里？难点有什么？如何攻
坚克难？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
国人大代表们带来了实践和思考。

抓重点，加速改革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政府副秘
书长、省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
办公室主任彭永林认为，东北振兴，
关键在于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进
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吉林省把深化‘放管服’改革作
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发展软环境
的先手棋、当头炮。去年，我们务实
推进软环境建设，关键就是‘放管服’
改革，它一方面连着政府，另一方面
连着企业与社会，对促进经济发展有
直接的推动作用。”彭永林代表强调，
当前“放管服”改革进入深水区，有不
少硬骨头，躲不开、绕不过、退不得，
需要解放思想，转变理念，迎难而上，
将改革推向纵深。

彭永林代表告诉记者，扎实推进
东北振兴，必须精准施策、问计于
民。去年 5 月份，针对企业反映集中
的税费负担问题，他们选取各种所有
制、典型行业企业，专门找负责项目
投资和财务的负责人，请他们提供企
业税负单子。经过认真研究，梳理出
681 个企业、178 个问题，最终以省政
府公告形式，先后 6 次在媒体上发布

《关于清费减负优化发展软环境措施
的通告》，推出 56 项政策措施，为企
业减负 262.47亿元。

“东北振兴发展，创新是必由之
路。东北拥有多年积累的国有重工
业固定资产，这是我们攒下的‘家
底’。”全国人大代表、大连重工·起重

集团有限公司机电安装工程公司副
总经理、高级工人技师王亮说，经济
下行压力大的时候，更要注重为今后
经济上升期作准备，培育发展新动
能。如果光追求眼前利益，取消重大
型装备设计研发，一旦遇上经济上升
期就会缺少支撑基础。

王亮代表举例说，在世界经济低
迷时，造船业受到影响，对曲轴的需
求量就少了。船用曲轴的制造生产
是造船业最核心的技术领域，是装备
在大型柴油机里面的核心部件。“上
一轮造船业的发展我们没有赶上，大
部分用的是进口船用曲轴。前几年
推行的‘国轮国造，国货国运’，就是
解决‘自己没有’的问题。”王亮代表
认为，一个国家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和
技术水平，是体现其国力的重要标
志。辽宁发展都是围绕重工业转，要
把自身的“长板”做到最强最精。

攻难点，力推治本之策

“2015 年 7 月份，习近平总书记
到吉林调研，为吉林把脉开方，分析
东北老工业基地遇到的矛盾和问
题。体制机制问题是东北发展的主
要矛盾，这个问题不破解，经济发展
难有活力。”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吉
林市委书记赵静波告诉记者，吉林市
是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城市，重化工业
占比大。通过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他们开展了解放思想大讨论和
调研，结合吉林省“十三五”规划要
求，制定了发展总体目标，着力构建
6411 现代产业体系，即培育旅游、健
康、航空等 6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 4
大传统产业，化工业“补链”、汽车业

“上量”、冶金业“转型”、农产品加工
业“提质”，加快发展综合效益型现代
农业和现代服务业。

这个产业体系既符合市场发展
趋势，又发挥了当地的比较优势，关
键还是如何实现。

赵静波代表说，我们强化创新、
人才、环境、开放 4 个支撑体系建设，
吉林市经济发展出现积极变化。去
年 GDP 增速 6.9%，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
为 35%，三次产业比重更趋合理，民
营经济对 GDP 贡献突破 51%。思路
对了，我们的信心更足了。

黑龙江省鸡西市是百年煤城，是

东北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资源型
城市之一。近年来，当地积极探索符
合自身实际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新路
子，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全国人大代表、鸡西市市长张
常荣告诉记者，通过打通外部引入
动能路径、内部培育动能路径、要素
转化动能路径和环境催化动能路
径，鸡西加快产业升级，推动资源型
城市转型。“对于鸡西这样的资源型
城市，转型发展既是历史课题，更是
现实选择，迫切需要重新构造和培
育新的发展模式。我们将‘四路并
进’，真正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
更好、结构更优的转型发展新路。”

内蒙古东部盟市，尤其是呼伦贝
尔市、兴安盟、通辽市和赤峰市与东
北三省山水相连。“落实新一轮东北
振兴战略、推动内蒙古东部地区跨越
发展，扩大开放是重要一环。”全国人
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主任包
满达说起蒙东地区开放合作如数家
珍，珠恩嘎达布其—毕齐格图铁路口
岸过境点已确定，二连浩特、阿尔山
航空口岸实现了临时开放。满洲里
建成进出口资源加工园区、国际物流
产业园区、新国际货场，铁路年换装
能力将从目前的 3000 万吨提升到
7000 万吨。满洲里、二连浩特边民
互市贸易区分别投入运行⋯⋯

强定力，久久为功苦干

“再难的事，人是第一位的。”采
访中，不少人大代表提出，新一轮东
北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当前，
更需要保持良好的“精气神”，既不能
为昔日的辉煌居功自傲，更不能面对
当前的困难停步不前。要认识到东
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不可一蹴而就，

需要广大干部群众以久久为功的精
神，埋头苦干。

“有了这股劲儿，再朝着确定的
方向发展，辽宁就能振作起来！”全国
人大代表、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宁桂
玲话语中带着底气。

宁桂玲代表最关心的是人才的引
进和培养问题。东北地区人口、资源、
产业、人才、基础设施、区位等支撑能
力很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增强
内生发展活力和动力，关键靠人。

“引进人才首先要着眼于服务辽
宁振兴发展的布局。以大连为例，政
府现在对人才的引进越来越重视。引
进什么样的人才，涉及大连往哪个方
向发展，整个辽宁又要往哪个方向发
展。换句话说，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要
结合辽宁的实际，结合国家战略。”

“呼伦贝尔在祖国的版图上处于
雄鸡的鸡冠。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我们就是要树立‘雄鸡一唱千门起’的
自信。”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呼伦贝
尔市委书记秦义虽然赴任不满一年，
却对东北振兴豪情满怀。“去年底，我
们就提出要打好10张牌，分别是政策
牌、改革牌、开放牌、生态牌、文化牌、
协作牌、基础牌、民生牌、项目牌和精
神牌。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是一
个城市最大的软实力。我们的文化
牌，要立足于文化事业的基础上，大力
发展文化产业，包括文化旅游产业。”

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大
路小路，只有行动才有出路。

振兴东北既需要强有力的政策
支持，更需要坚定的信心支撑。现在
东北的经济结构正在调整，经济运行
企稳向好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我们
更应该有这样的坚定信念，东北的地
位无可替代，东北的前途不可限量。
上下一心埋头干，东北一定会重振雄
风，再创辉煌。

振兴东北，是事关“十三五”发展全

局的关键一役。去年两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在黑龙江代表团参加审议时，为东

北振兴支招打气，提出“打好发展组合

拳，奋力走出全面振兴新路子”。完成

这一重大战略，要“用新发展理念衡量

工作、指挥行动、训练干部”；全面深化

改革，要“冲破束缚各方面创造活力的

体制机制障碍”；保护生态，要“为可持

续发展预留空间”⋯⋯字字句句、桩桩

件件透着总书记的浓浓东北情，对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高度关注。

广袤的黑土良田、丰富的矿产资

源、雄厚的工业基础，使东北成为我国

一块重要的经济发展板块。但近几

年，东北发展略显疲态。面对种种困

难和挑战，东北成了我国区域发展中

的一块短板。推动东北经济脱困向

好、实现新一轮振兴，事关全国经济发

展和转型升级大局，事关区域协调发

展全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福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北振

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

战略部署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

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和《东北振

兴“十三五”规划》重磅推出，项目支

持、自贸区、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央是

能给的政策几乎都给了。东北各地也

在推进结构调整、改善经济环境、鼓励

创新创业、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加快

步伐，经济企稳迹象明显。

振兴东北的各项政策措施陆续就

位，下一步就要狠抓落实，这对干部群

众的精气神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强

化振兴的主体责任，转变观念、振奋精

神、埋头苦干，创造性开展工作，群策

群力、共同努力才能打赢东北振兴攻

坚战，开创东北发展新局面。

体制机制是东北振兴中最大的

“拦路虎”，拿这个问题来说，不能

泛泛而谈，必须深入调研、精准研

判、各个攻关，不会一蹴而就，必

须拿出精气神，一步一步干，制定

出符合实际又管长远的改革举措，

并且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给干事者

撑腰，给创新者扶持，构建起一个

同市场需求对接、充满创新活力的

体制机制，大东北一定能在众志成

城中走上振兴之路。

东北振兴，关键在人，改变靠
干。在过去的一年间，东北地区的
干部群众凝聚信心，积极作为，攻坚
克难，风貌为之一新。

东北有“猫冬”的习惯，一进冬
天人就歇了。不过，黑龙江代表团
的甘南县兴十四村党委书记付华廷
代表歇不了，“现在是‘猫冬’变忙冬
了”。他告诉记者，村里将建一个综
合利用秸秆示范区，现已与黑龙江
建业集团合作，引进秸秆生产乙醇
项目，全国两会回去后就破土动工。

“去年 5 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到
黑龙江视察，提出黑龙江经济转型、
创新，要实现‘农头工尾’‘粮头食尾’

等‘五头五尾’，发展农副产品等精深
加工业。一年来，我带领乡亲们按照
省、市要求，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
两会召开，我把去年一年的成果带来
了。今年我还要继续撸起袖子加油
干！”付华廷代表满怀信心地说。

“全国人民都关注东北振兴，但诸
如‘投资不过山海关’之类的言论，并
不公允，希望有此种偏见的人到东北
来看一看，我们东北地区经济和社会
正在稳步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民革
吉林省委副主委郭乃硕说，过去一年
来，东北地区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开拓
进取，振兴东北的劲头越来越足。

郭乃硕代表抛出一组数据：以
吉林省为例，2016 年，全省经济实
现 稳 定 增 长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6.9%。“取得 6.9%的增速实属不易，
能高于全国平均增速水平说明东北

振兴不是一句口号。在振兴东北老
工业基地各种政策支持下，这一成
绩是广大干部群众脚踏实地，一点
一点干出来的。”

“当然，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营商
环境建设方面和先进地区比还存在
一些差距和不足。我们承认差距，
正视不足。”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
沈阳市市长姜有为坦言，当前，东北
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正处于滚石上
山、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解决好这
个问题更为重要、尤为迫切。

“为优化营商环境，我们实施了
五大专项整治行动，就是整治政务窗
口服务质量、整治乱检查乱收费乱罚
款、整治垄断性行业涉企服务、整治
政府和企业的失信行为、整治跨区企
业迁移难问题。”姜有为代表说，沈阳
市两个多月集中处理了 11 大类 89

个问题，因破坏营商环境而被处理的
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达25名。

据了解，沈阳市已明确目标：通
过 3 年努力，争取到 2020 年，使沈
阳的营商环境进入世界银行排名前
50。就在去年末，为营造良好经济
发展环境，辽宁省还出台了《辽宁省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信心源自改变。这一系列举措
都大大提振了发展的信心，增添了
发展的底气，展示了发展的决心。

“有了信心，还要着重推我们的
‘吉商精神’。”郭乃硕代表开始“推
销”起吉商精神：你可能不知道，去
年我们举办了首届全球吉商大会。

“重德重义、敢闯敢为、善融善创、思
源思报”的吉商精神，是吉林人民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全面振兴
东北的重要动力源泉。

来自东北地区的人大代表付华廷、郭乃硕、姜有为热议干部群众积极作为新风貌——

“猫冬”变忙冬 改变添底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倪伟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