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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
国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既有巨大发展潜力
动力，又面对各种困难风险。深刻认识和准
确把握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坚持底线思
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是保持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基
础和前提。

适应我国内外部条件变化的
重要前提

古人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
患”。意思是，即使身处安乐的环境中也要警
惕可能突然到来的危险。用今天的话讲，就
是要防范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就是发生
我们原本不希望发生的事件的概率或可能
性。在经济学中，通常指经济活动收益或成
本的不确定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被摆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首位。习近平总书记
也反复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
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
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
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为什么要不断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呢？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内在矛盾
的根本变化和外部环境发生的显著变化。

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发展进入了一
个新的历史阶段。在经济稳中向好、社会总

体稳定的同时，各种风险挑战也不断显现。
从经济方面看，2013年中央提出我国经济正
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的重要判断，即增长速
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
消化期；2014 年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这
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
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2015年提出
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必须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近年
来，中央更加明确强调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
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要坚
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增强、提升、
畅通”的八字方针。上述一系列重大判断和
重大政策正是顺应我国经济发展内在矛盾的
根本变化而提出的。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也出现了显著变
化。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
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
际秩序深度调整，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

多，我们对于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挑战必须
保持高度警惕。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
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
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
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
件。从战略上讲，对于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
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应对一切外部不确定性或
者风险的前提。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要把握
大局大势，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虽
然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但经济全球化是
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其发展是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
略机遇期；虽然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
忧，但也有诸多的“不变”。我国已经是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有近14亿人口的巨大内需市
场，有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发展积累的雄
厚物质技术基础，有巨大的发展韧性、潜力和
回旋余地。一句话，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攻坚战的关键，就是“做好自己的事”。

抓住主要矛盾，打好有准备
之战和战略主动战

如何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三个既要、三个也
要”：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

“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
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
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
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这为我们提
供了防范风险的根本遵循。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并不
是没有重点，相反一定要抓主要矛盾。政治、
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
建设等领域都有其主要矛盾。就经济领域来
说，当前尤其要抓好防范化解科技产业领域
的风险和金融领域的风险。

科技产业领域的风险，主要有两个：一个
是“卡脖子”风险；另一个是产业链外移风

险。关于“卡脖子”，我国还有不少核心技术
领域是完全空白，如果不能从国外购买，直接
就能卡住脖子。也有些是有可替代的零部件
或材料，但精度、稳定性达不到，可能导致工
业水平大幅下降。

“卡脖子”的问题非常复杂，要从多个方
面分析。一方面，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深化
发展，使得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成为全
球供应链、产业链体系上的一环，几乎没有哪
个国家需要和能够生产所有的重要设备、关
键零部件、基础软件等。换言之，每一个国家
都有可能被“卡脖子”。另一方面，我国仍然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既有科
技和工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
有差距。另外，我们一些政策也需要在“补短
板、强弱项”上下功夫。

关于产业外移，主要是近年来随着用工、
土地等综合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出
现了向东南亚等国家地区转移的趋势。产业
一定程度的外移，并不见得就是坏事，出去了
的企业还是本国资本，如果能够更好地生存
发展，就是保存了有生力量，以后还可以再回
来。况且，资本总是要寻找可以依附的资产
载体，在外需下降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背
景下，资本流出总比生产资本金融化或进入
房地产要好。但是，毕竟产业链背后是就业，
过快的产业转移必然会带来短期的就业压
力。而且，一旦重要产业链转移出去，我们产
业升级的基础就会受到冲击。所以，也要从
战略上对我国产业转移的新情况新特点进行
全面系统地研究，审慎对待产业转移，特别是
重要产业的转移。 （下转第二版）

您去北京世园会了吗？那里有
机器人讲解员、机器人咖啡师，还有
机器人保洁员。与这些走进生活的
服务机器人不同，工业机器人长得
并不像人。我们收寄的快递，后台
就有物流机器人分拣的身影；我们
驾驶的汽车，也有赖于机器人智能
化生产；我们手机里的芯片，正是洁
净机器人于真空环境加工的杰作。
可以说，今天我们的生活已离不开
机器人。

如果，这些机器人技术都需仰
人鼻息会怎样？巨资进口还在其
次，在牵系国家命脉的领域更可能
遭遇封锁，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这些忧虑正在随着一个个技术团
队、一个企业的成长而逐渐化解。
在这些企业中，新松机器人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是引人瞩目的一家。
尽管规模、实力还不够强大，但它是
领跑者，它是一面旗，在多项核心技
术领域实现了突破。

追 梦

三代人、60年、一个梦。
这是新松机器人公司一场前赴

后继的接力奔跑。第一棒，蒋新松
等几个人；第二棒，曲道奎等 40 个

人；第三棒，“80 后”“90 后”创新团
队已逾4000人。五湖四海，少长咸
集，这群经历迥异的“新松人”却有
同一梦想：让国产机器人跃动中
国心。

36 年前，曲道奎攻读机器人
学，成为“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
的首位弟子。当时师徒互问了同
一问题：为什么选定机器人？学生
答“热爱”。而老师的热爱萌发得
更早。从 1956 年毕业分配到中科
院自动化研究所那天起，蒋新松就
立下志向——“一名科学家要真正
为国分忧，空谈不行，我要在自动
化领域干大事”。蒋新松毕其一生
追逐的这个大事，就是研制中国机
器人。

可这个梦想 60 年前萌动的时
候，很多人不解，中国这么多人，还要
机器人？那时的蒋新松更像一个说
客，即使遭遇批判，仍不放过各种场
合播撒机器人立项研发的种子。为
省下经费购买器材和资料，出国考察

的蒋新松常常喝面汤充饥。“疯魔的
机器人”——外界给蒋新松贴了这么
个标签。

1972 年，一直跟踪机器人国际
动态的蒋新松提交了《关于人工智
能与机器人》的报告，首次提出“研
制机器人是装备制造业自动化的必
然方向，是一个国家工业发达强盛
的重要标志”。现任沈阳新松机器
人公司总裁的曲道奎，清晰记得蒋
老师大手比划的细节，“将来，咱中
国的机器人要像美国那样，上天下
海；要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在工厂里
奔忙”。

曲道奎称蒋新松那一代是“视
野超视距”的战略科学家，没有他们
的奔走呼吁和埋头苦干，中国机器
人研发可能要落后10年、20年。

凭着这份热爱，蒋新松领导的
沈阳自动化所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工
业机器人；凭着这股韧劲，“机器人
示范工程”被纳入国家“863”计划，
蒋新松担纲首席科学家；凭着这份

自信，蒋新松主持研制的潜深6000
米无缆水下机器人，把我国水下机
器人推向世界一流水平。当一个个
自主研发的中国机器人首创成果横
空出世之后，1997年，操劳过度的蒋
新松却倒在了机器人技术攻关的岗
位上。

“活着干，死了算！”“如果一个
人对国家对社会什么贡献也没有，
光是长寿有什么用？”蒋新松身上那
股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让无
数人为之动容。

“今天，中国机器人一路闯关夺
隘，冲破技术封锁和国际垄断，取得
一个个核心突破，以新松为代表的
国产移动机器人市场份额占据90%
以上。老师应该感到欣慰。”言及中
国机器人的崛起历程，曲道奎不禁
濡湿眼眶。

如今，国产机器人已乘“神舟”
九天揽月，已驾“蛟龙”飞身入海。
2000年，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机器
人开发和生产的高科技企业在中科
院沈阳自动化所宣告成立。

起个什么名好呢？创新之韧，
如松之劲。就以“新松”为名，就以
新松老师痴情报国的精神为中国机
器人产业化奠基！

（下转第三版）

河北省承德市地处滦河、潮河、辽河、大凌河“四
河之源”，共有河流1500多条，全长12818公里，是
河北省河网密度最大的地区。今年5月14日，国务
院批复同意承德市以“城市群水源涵养功能区可持
续发展”为主题，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

今日的承德，迎来了崭新发展的机遇期，也步入
了重大变革的大考期。

生态修复靠毅力

走进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山水林田湖项目核
心区哈里哈乡三义号村，整治一新的河道、河渠两侧
花海景观在绿树、群山环绕下，一步一景，宛然一幅

“山之魂、水之灵、林之舞、田之歌、湖之韵”的美丽乡
村新画卷。

“这儿的美景，在十几年前根本不存在。”围场满
族蒙古族自治县林业局绿化办主任刘子华告诉记
者，“我们在2016年启动实施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试点工程，重点实施造林绿化、湿地保护、
河道整治、农业新技术等4类工程，最大限度地肩负
起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的重任。”

三义号村的变迁，见证了承德生态文明建设的
扎实步伐。多年来，承德持续推进植树造林、退耕还
林、风沙源治理等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起坝上防风固
沙林、北部水源涵养林、中部水保经济林和南部经济
林等4大林区为主的“生态屏障”。

针对局部生态环境脆弱，水源涵养功能不稳固
的问题，承德重点实施造林增绿提质、流域水生态改
善、风沙源综合治理、污水垃圾处理4大工程，提升
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能力。通过重点实施坡耕地试点
治理、潮滦两河水源涵养林等157个水利项目建设，
治理水土流失8300平方公里。

目前，承德市森林面积增加到3417万亩，森林
覆盖率上升到 57.68%，水资源调控率达到 40%以
上，年均自产水量达 37.6 亿立方米，出境水质监测
断面达标率100%。承德市每年向京津等下游地区
供水25.2亿立方米，占到密云水库来水量的56.7%、
潘家口水库来水量的93.4%。 （下转第四版）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
——做好维护经济政治社会稳定的事

“主动做好自己的事”系列专论③ □ 赵昌文

三代人、60年、一个梦，沈阳新松机器人一路闯关夺隘，不断取得核心技术突破——

最 先 想 的 是 国 家 需 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孙潜彤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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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安徽省庐江县泥河镇天井村张湾村，白墙红瓦的房舍和绿树融为一体，周边田野里的水稻，以及穿境
而过的庐铜铁路，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盛夏天然水墨画。近年来，镇、村两级投入100多万元
实施村庄绿化美化，进行改水改厕，修建污水管道，增设了景亭、荷花池，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使张湾实现村
美民富。 吴建中摄（中经视觉）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 吴秉泽
报道：经济日报社与中共贵州省委宣
传部 8 月 3 日在铜仁市万山区联合
举办中经铜仁现场交流会，总结梳理
万山转型发展的经验，探索资源枯竭
型城市的转型之道。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万
山转型发展作出重要批示，鼓励万山
干部群众“再接再厉，加大工作力度，
用好国家扶持政策，加快推动转型可
持续发展，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和
群众收入水平，为实现与全国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发展，
是全世界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难题。

万山曾是我国最大的汞工业生产基
地，历经600多年的开采后，万山的
汞矿资源几近枯竭，于2001年实施
政策性关闭。近年来，万山区干部
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实施“产业原地转型、城
市异地转型”战略，走上了融合共生
的绿色转型之路。

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小
影，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慕德贵出席现
场交流会并致辞。

交流会上，专家们高度评价万山
区的绿色转型探索，认为万山区的经
验为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色转
型提供了借鉴。（相关报道见八版）

中经铜仁现场交流会举行

探索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之道

一水护田将绿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