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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
书记王岐山，7 日上午分别参加了十二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一些代表团的审议。

习近平在辽宁代表团参加审议。会
上，李希、陈求发、唐复平、徐强、陈秀
艳、王孝久、冯玉萍等7位代表先后围绕
推进辽宁振兴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弘扬工匠精神、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
问题发表意见。习近平认真听取和记录并
同大家交流，最后作了重要讲话。习近平
在肯定辽宁过去一年的工作后指出，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发展，推进干部作风转变，深入实
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全面做好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各项工作。习近平指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是辽宁振兴必由之路。要抓住
主要矛盾，明确主攻方向，推进辽宁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取得新进展，下决
心振兴辽宁工业，再创辽宁工业辉煌。
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
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
得主动的根基。辽宁老工业基地是靠实体
经济起家的，新一轮振兴发展也要靠实体
经济。要重点抓好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具
有持续竞争力和支撑力的工业体系，推动
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并驾齐
驱、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相互促进、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军民融合发
展的结构新格局。习近平指出，要把国
有企业作为辽宁振兴的“龙头”，坚定不
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培育核心竞
争力，争当创新驱动发展先行军，加快培
育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企业科
技人才队伍。要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全面
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防止国有资产

流失和重大风险事件发生。习近平指
出，要以推进干部作风转变为抓手，全
面推进干部队伍建设。一个地方要实现
政通人和、安定有序，必须有良好政治
生态。政治生态污浊，就会滋生权欲熏
心、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
拉帮结派等一系列问题，侵蚀党的思想
道德基础。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
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坚持正确用人
导向，真正把忠诚党和人民事业、做人

堂堂正正、干事干干净净的干部选拔出
来，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每
一位人大代表都要站稳政治立场，增强
政治观念、法治观念、群众观念，发挥

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的特点，接地气、
察民情、聚民智，努力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振兴必由之路
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

3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辽宁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改革、落实，是两会上代表
委员讨论热词中的一对“最佳搭
档”。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新
一年改革任务书、路线图，都要
靠真抓实干才能落实到位。“十
三五”的关键阶段，我们已经靠
实干让“起好步”成为现实，更要
靠实干让“开好局”能够持久。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号召，就是
出发“新长征”、将改革进行到底
的动员令。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党高举改革大旗，啃硬骨头闯险
滩，一路高歌猛进，出台的改革举
措数量之多、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抓落实的任务之重、压力之大也
前所未有。在这些改革中，不仅
有勇气担当，也有战略谋划；不仅
针对解决长期积累的老问题，也
针对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
题；不仅针对解决经济体制的问
题，也针对解决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体制相互协调的问题；
不仅针对解决提高发展效率的问
题，也针对解决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的问题。对这些事关国家治理
和长治久安的“一揽子”方案，如
果不能沉下心来，以“钉钉子”的
精神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
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过去的一年，改革推进力度
进一步加大，中央深改组确定的
97 个年度重点改革任务和 128 个
其他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台改革方案 419
个。现在，已经出台的改革举措大多已进入落实阶段。
要把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就必须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既当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

改革争在朝夕，落实才见真章。是不是“扭住关键、
精准发力”？是不是“盯着抓、反复抓，直到抓出成效”？
检验是不是促进派、实干家，不靠口号不靠表态，必须把
行动和效果当作标尺。我们要在抓改革落实上投入更大
精力，建立一本抓落实的“台账”，列出硬任务、硬指标、硬
考核，每项改革落实要有时间表“跑表计时”，有路线图

“到点验收”。尤其是地方和部门的“一把手”，更要把责
任扛起来，亲自抓谋划、抓部署、抓督察、抓落实，用实实
在在的行动让改革这个“法宝”显示出巨大威力。

撸起袖子抓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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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人大湖南代表团谈着力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一周年，代表委员们认为——

这一年，供给侧改革发力足

两会热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弹好“加减、供需、远近”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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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全球金融科技产业领导者

回顾过去的一年，“十三五”实现良
好开局，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成就，交出了
一份漂亮的“中国答卷”。代表委员们认
为，这些成绩的取得，最根本的在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和科学决策。这是我们的根本政治优
势，也是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所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体现了执
政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方略。代表
委员们在审议和讨论时认为，做好今年
各项工作，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党
中央的权威，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扎实地把
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到实
际工作中，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以新战略统筹全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我国
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
力转换三大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
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
量效率型。”全国人大代表耿学梅认为，政
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尽管去年我国发展
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下，统筹全局，突出重点，坚持以提高发
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使经济朝着质量和
效益明显提高的方向发展。

“2016 年我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
已取得初步成效。”全国政协委员徐绍
史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三去一
降一补”任务更重，压力会更大，我们必
须加快关停退出“僵尸企业”。

全国政协委员滕卫平认为，我们当
前更重要的任务是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
级，切实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
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大局意识，坚决跟
落后产业、粗放型产业彻底告别。

以新理念谋划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
创新就是谋未来。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
介绍说，“我们企业生产线现在也在搞智
能制造。通过传感器获得数据，通过互
联网自动调节参数，既可保证质量，也能
降低成本”。

“同时，我们必须始终注重协调发
展，切实解决发展中不协调不平衡的问
题。要进一步推进教育资源、科研资源、
经济资源等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全国人大代表陈良贤说，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全国政协
委员司富春认为，环保部和各省区市从
大局着眼，去年连续推出多个环保专项
治理方案，重拳出击，打响了大气污染防
治的攻坚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认
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形势依然严峻，
要让人人都参与到环境保护这项民生工
程、绿色工程中去。

以新动能推动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必须用新动能推动新发
展。”全国人大代表王景海表示，一方面，
实业是科技创新和各种创新的基础，任
何创新都脱离不了实业这个舞台；另一
方面，实业也要善于利用各种科技创新，
勇于拥抱互联网，激发出新的活力。

“我认为‘互联网+’在中国做得最成
功。”全国政协委员张茵表示，其最成功
之处在于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中国经
济正在经历转型升级，要加速培育新动
能，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过程中应
更好地发挥“互联网+”的作用。

“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也为实
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全国人大
代表柏广新认为，用机器人代替人工，既
可以降低成本，又能提高生产效率，要抓
紧利用好这个工具。

以新目标造福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国人大
代表郑亚军表示，脱贫攻坚不仅仅是解
决贫困群众吃饭问题和奔小康的问题，
而且是我们党对人类、对历史的庄严承
诺。他说，平凉市地处陕甘宁革命老区，
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近
几年平凉举全市之力决战脱贫攻坚，贫
困人口由 2011 年底的 80.3 万人下降到
了2016年底的24.4万人。

全国政协委员赵阳认为，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到，2016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
减少 1240 万，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超过
240 万，这是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
于脱贫攻坚要求的成果。2017 年，扶贫
任务仍旧十分艰巨，面对挑战和压力，必
须始终牢记“四个意识”，把精准脱贫做
得更好。

“如今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
头’的关键时候，目标明确，任务艰巨。”
全国人大代表桂千金表示，这就要求我
们勇于挑起脱贫攻坚的重担，全体干部
群众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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