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的必然选择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
须确立的战略思路须确立的战略思路。。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
向向，，从生产端入手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扩大有
效和中高端供给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
性性，，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有效率、、更加公更加公
平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20172017 年年 11 月月 2222 日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
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各地区各部门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重点推进重点推进

““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困难多而不
作为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必胜信要树立必胜信
念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

——20162016 年年 55 月月 1616 日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要把要把
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
策部署上来策部署上来。。去产能去产能、、去库存去库存、、去杠杆去杠杆、、降成本降成本、、补短补短
板是工作重点板是工作重点，，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局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局、、关系关系
到到““十三五十三五””的开局的开局。。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坚决坚决
行动行动，，抓紧抓好抓实抓紧抓好抓实，，切实取得实效切实取得实效。。

——20162016 年年 11 月月 2626 日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
求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系，，既发挥既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既
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要从生产端入手要从生产端入手，，重重点是促进产能点是促进产能
过剩有效化解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降低企业成本，，发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
供给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
给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
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162016 年年 11 月月 1818 日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年全国两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湖南
代表团讨论审议时，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
示，对中联重科做好变革创新，实现产品转型升
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全国人大代表、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詹纯新在两会驻地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全球装备制造业在低谷徘徊，在历史包袱的
消化压力和市场低迷的经营压力下，作为中国装
备制造业龙头企业之一的中联重科，如何积极转
型寻求突围？詹纯新代表说，我们需要“拉长短
腿”“补齐短板”。

针对中国农机产业“大而不强”“低端产品
过剩”等现状，中联重科瞄准“蓝海市场”，提
高产品中高端定位，推出多款能够达到世界级水
平的智能化农机产品，打破海外巨头在国内垄断
的局面，迫使欧美日等国进口农机产品价格下
降，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实惠。

我国甘蔗机收率不足 1%，中联重科充分结
合国内甘蔗种植地的土地条件和农艺特点，创新

研发出甘蔗收获机，获得十多项发明专利。使含
杂率、防倾翻等指标优于进口品牌同类机型。

“我们通过智能化升级机械装备业，就是要
让产品能自诊断、自调整、自适应，让设备有

‘大脑’，能感知外部信息，会主动思考。”詹纯
新代表说，对工程机械行业而言，产品智能化是
通过在设备上加装传感器，实现实时获取设备运
动特性、诊断设备健康状况、感知外部作业环
境。这对于提高施工作业效率、提升施工质量、
保证作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次在田湾核电站的吊装施工中，中联重科
的3200吨履带吊在起吊直径44米、重476吨的穹
顶时，采用了上百个嵌入式传感器来感知压力、载
荷、速度等状态，自动调整作业参数，吊装精度小
于2毫米，实现了吊装的“稳”和“准”。

詹纯新代表表示，中联重科正在探索变革装
备制造业传统的商业模式，农业机械开启智能服
务模式。为此，中联重科确立了“产品在网上、
数据在云上、市场在掌上”产业互联网发展思

路。在三夏麦收作业中，中联重科农机用户只需
要关注中联重科微信服务号，就可以实现一键报
修。公司派最近的工程师扫码维修。

智能化、节能环保烘干技术不断突破，运用
“互联网+”使作物烘干、储运、管理实现自动
化、智能化，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智慧粮仓”。

洲际平台拖拉机是中联重科集聚海外研发团
队联袂打造的，在保证了底盘、发动机等关键技
术与欧洲一流水平看齐的同时，产品参数与性能
也达到了国际标准，是一款代表国内领先水平，
同步全球科技的全新平台产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装备制造业
一些零部件关键技术亟待突破。我们的卫星可以
上天，但是一些基础关键性零部件却造不出来，
仍然依赖进口。”詹纯新代表认为，要提高“中
国制造”的话语权，不仅要提高认识加大投入，
还要加强创新能力及平台建设。他建议由国家主
导、企业参股，市场股份制形式来攻克装备制造
业的关键零部件技术难关。

全国人大代表、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詹纯新：

机 械 设 备 有 了 大 脑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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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们认为代表委员们认为——

这一年，供给侧改革发力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欧阳梦云 廉 丹 于 泳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
们党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作
出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当今综合国
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更是实
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
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
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
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因此，必须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
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这是
解决我国中长期经济问题的根本
之道。

过去一年间，无论是目标明确
去产能，还是精准施策去库存，无
论是守牢底线去杠杆，还是狠下决
心降成本、精准发力补短板，均取
得了显著成效：去产能使产品价格
回升，企业效益好转，有了再投资
和转型升级的能力，高杠杆风险也
随之降低；降成本让企业轻装上
阵，在转型和创新路上长袖善舞；
去库存让更多的老百姓“住有所
居”、安居乐业；补短板发力关键
领域和薄弱环节，办了一批当前急

需又利长远的大事，百姓也有了更
多获得感⋯⋯一年来的实践充分表
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初见成
效，增加了微观活力，扩大了有效
供给，为发展注入了澎湃动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化蛹
成蝶的转型升级过程，既充满希望
又伴随阵痛，既非常紧迫又艰巨复
杂 。 眼 下 ， 发 力 “ 三 去 一 降 一
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
有诸多难题待解。面对问题叠加、
矛盾交织的新情况，要找准病根、
精准施策，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
调整，做好“加减乘除”：既要瞄
准过剩产能做减法，“减”出新空
间，又要瞄准短板做加法，“加”
出新希望；既要瞄准创新做乘法，

“乘”出新动能，还要瞄准放活做
除法，“除”出新活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朝夕之
功，惟有咬定青山、坚持不懈，才
能啃下这块硬骨头，迈过这个大关
口，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整体迈上形
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
理的发展新阶段。

改革为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欧阳优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湖
南代表团审议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着力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着力推进农
业现代化。

一年过去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哪些
成绩？《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了参加两会的人大
代表委员。

产能“去”得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
要淘汰落后产能。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这项任务
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2016年，以钢铁、煤炭
行业为重点去产能，全年退出钢铁产能超过
6500 万吨、煤炭产能超过 2.9 亿吨，超额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分流职工得到较好安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一场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

“港口虽然只是运输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对
经济的冷暖感知最为明显。”全国人大代表、唐
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文仲表示，中央
出台的一系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加快了各
地淘汰落后产能步伐。

去年，河北省委省政府提出，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当务之急是钢铁煤炭去产能。河北省
表示，要坚定不移地化解过剩产能，决不因为任
务重就畏难、风险大就回避、困难多就不作为。

“在新形势下，消费结构、需求和价值链都
在升级，作为企业，要迎接并引导这些改变。
我们做了减法和加法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减法是去产能，减少相对落后、低端无效
的钢铁产品，放下包袱，让企业瘦身；加法就
是加大产品创新、研发、升级的投入，瞄准国
内外市场，抓好队伍建设，提高自身综合实
力。”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陈代富说。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任谢超英说：“我理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就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
给。做‘加法’的关键在于补短板，扩大有效供
给和中高端供给；做‘减法’，就是努力去产能
去库存，推动湖南省水泥、玻璃、铁合金、烟花
爆竹、有色等产能过剩行业去产能。”

“看到烟花也就看到了家。”2016年春节，一部
名为《回家》的微电影刷爆朋友圈，出品方就是中
洲烟花。其投资方全国人大代表、华泽集团董事长
吴向东告诉记者：“一年来，湖南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变化很大，我们的花炮企业关掉了600多家。”

谢超英代表介绍，2016年湖南省圆满完成了
钢铁50万吨去产能任务；关闭煤矿319处，化解
产能 2073 万吨，新型干法水泥占比和集中度分
别提升到98.5%和74.8%。

产能压减了，效益怎么样？谢超英代表举例
说，关掉 50 万吨钢铁落后产能的中冶京诚 （湘
潭） 重工设备有限公司，启动了高强钢 IPD 项
目，专为全球 500 强、美国卡特皮勒公司打造

“私人定制”产品，产能虽然下去了，但全年盈
利超过2亿元。

湖南省取得的成绩可谓全国的缩影。全国钢
铁行业通过企业主动压减产能、兼并重组压减产
能和利用国际产能合作向海外转移产能等方式，
提前 2 个月完成 4500 万吨全年去产能目标任务。
全国煤炭行业超额完成 2.5 亿吨去产能目标。产
能去得快，但利润也升得快，2016年全国工业企
业利润由2015年下降2.3%转为增长8.5%。

结构“调”得快

发力供给侧，要瞄准市场需求，增有效供
给、去无效供给。

“我们企业主要生产煤矿机械设备，近两年
来，随着煤炭领域去产能政策的推进,企业的生
产经营状况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全国人大代
表，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工艺员郭
云鹏说，根据国家的政策，调整企业生产结构也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

“我们生产了污水处理设备、中水处理设备，
还准备开始设计生产风电设备和冰雪运动项目的
辅助设备。”郭云鹏代表认为，改革过程中，即使企
业生产经营遇到一些问题，企业员工仍然能拧成
一股绳，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共渡难关。

全国政协委员张改平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河
南农业大学校长，这位农业领域的专家去年以来
都在忙一件事情。“我们去年就开始和哈萨克斯坦
农业机构密切接触，对方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他们
有大量农田，我们有精耕细作的农业科技和经验。
今年，我们会组成专家团去详细考察哈萨克斯坦
的土壤、水质和适合生产的农作物。”张改平委员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
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我们现
在所做的就是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寻新路
子。”在张改平委员看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点包括保证供给安全、持续加大投入、抓
住“一带一路”建设等国际合作机遇、生产的集
约化和现代化，以及推动我国传统名特优农产品
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做好规范生产、品质安
全，实现质的提升。以鸡肉为例，产量上并不
少，但质量提升空间很大。

郭云鹏代表认为，增加中高端供给，就需要
提升工业领域产品的质量。工业领域，一方面是
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却是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
同时，因为消费者对国产商品缺乏信心，才会到
国外去购买杭州产的马桶盖。从工艺水平上看，
尽管很多领域的产品国产也能达到很高水平，但

是在市场上反映出来的结果是，在品质相同的情
况下，消费者更愿意花高价购买进口商品。

郭云鹏代表提出，要出台措施鼓励工业品品
牌建设和质量提升。无论是消费品领域还是大工
业领域都应该不断提升产品质量，进而培养用户
的消费习惯，让大家愿意买、愿意用国货。

短板“补”得齐

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
节和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
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
板。加快提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创新发展、
资源环境等支撑能力。

对企业来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品
的技术含金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最迫切的
是补齐创新不足这块短板。

孙文仲代表表示：“这几年，唐山港下大力
量建设深水码头，以适应船舶大型化趋势。比
如，上世纪 90 年代初建设的 1.5 万吨级深水码头
已经很少有船舶停靠了。现在从2万吨级到25万
吨级的轮船都能停靠。此外，临港地区应该大力
发展临港产业，从等业务上门到主动出击。”孙
文仲代表感慨地说：“只有产业短板补齐了，临
港产业发展好了，港口经济才能获得真正的提
升。”

吴向东代表说：“我投资的花炮企业中洲烟
花，以前全靠劳动力，一个车间几百人，安全隐
患也很大，我们花了 8 年时间从事自动化安全生
产，建立起一个安全生产的自动化体系，让危险
的行业也变得智能化，补齐了安全生产、智能制
造的技术短板。在满足传统消费的同时，开拓新
消费群体，更好满足新需求。”

“下一步，公司科技团队将专门针对各个危险
行业展开研究，努力建立一个安全生产的自动化
体系，将安全生产管理和科研自动化变成第三方
服务，在研发、自动化、品牌打造、安全生产等方
面，对浏阳的花炮厂实行托管式服务，补齐全行业
的短板。”吴向东代表阐述着自己的新思路。

当前，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需增强，部分行
业产能过剩严重，但是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正如报告所说，
这是一个化蛹成蝶的转型升级过程，既充满希望
又伴随阵痛，既非常紧迫又艰巨复杂。要勇往直
前，坚决闯过这个关口。谢超英代表表示。

陈代富代表则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
依法依规，依靠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两只
手”，不搞“一刀切”，否则会压制企业的自主创
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政策的制定，必须有利于鼓
励企业多做高科技含量、高效率和高效益的产
品，压减各种没有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投入产
出效率极低、能耗过大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