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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记者李铮、邹
明仲)“让‘大国重器’拥有强大的‘中国
心脏’，唯有用好人才第一资源、激发创新
第一动力。”全国人大代表、沈阳鼓风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继双表示，常年与
国际装备制造业巨头竞争，切身感到人才、
创新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正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辽
宁团代表纷纷表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三个
第一”重要论断是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金
钥匙”。

为振兴实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打造
发展环境最优省份，按照中央要求，结合地
方实际，一系列举措在辽宁陆续出台落地。

曾经，钢材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让全国
人大代表、本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继
壮压力巨大，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招妙
棋让满盘皆活。陈继壮说，过去的一年，辽

宁清理“地条钢”生产企业 66 户，去产能
成为钢铁全行业扭亏为盈的重要原因。

目前，本钢集团研发的 2000 兆帕超高
强热冲压钢，其强度和延展性都大幅优于国
际钢铁巨头开发的 1800 兆帕强度钢，优质
产品已在北汽集团的新能源汽车上批量应
用。陈继壮说，破除无效产能，依靠科技创
新提供优质产品，国企在转型升级中提升了
竞争力。

本钢集团、沈阳鼓风机集团等国企着力
发展的实体经济是辽宁的优势，按照国家全
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明确要求，到
2030 年，辽宁要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
支撑带，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
造业基地和重大技术装备战略基地，国家新
型原材料基地、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和重要技
术创新与研发基地。

全国人大代表、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春建说，辽宁有坚实的产

业基础、丰富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完善的基
础设施、比较丰厚的技术储备，“一带五基
地”建设是辽宁实现全面振兴和努力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选择。

辽宁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较
为明显。既有沈阳、大连这样的区域中心城
市，也有阜新、朝阳等发展较为落后地区。
针对辽宁区域发展的实际和短板，辽宁提出
了深入实施以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
区、突破辽西北、沈抚新区、县域经济为主
要内容的“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其中，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落实乡村振
兴举措让辽宁团的农民代表倍感振奋。全国
人大代表、辽宁喀左县水泉村党支部书记唐
廷波说，这几年我们稳步推进土地流转，打
造集观光旅游、采摘、餐饮住宿为一体的休
闲农业观光园，这不仅使入股农民有稳定收
入，村集体收入增加后还可以带动贫困户脱
贫。

辽宁一段时期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归
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目前，辽宁
将“打造发展环境最优省份”作为深化改
革的重要抓手，在全国率先成立省级营商
环境建设监督局，曝光并严肃查处破坏营
商环境的典型案例，坚决惩治不作为、乱
作为，打造良好投资环境；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推动关联、相近类别审批事
项“全链条”取消下放，切实提高投资审
批服务行政效能。

对辽宁各级政府甘当“服务企业店小
二”的承诺和实践，企业的感受最灵敏。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三沟酒业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吴京耕说，优良的营商环境胜过
任何优惠政策。各级政府大抓营商环境
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
得到了有效解决，“马上办、立即办”的
作风已初步建立，这都坚定了企业扎根辽
宁发展的信心。

抓住金钥匙 交出新答卷
代表热议辽宁扎实推进振兴发展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高洁、
李放)随着互联网发展和基础设
施的进步，中国人时尚又便捷的
生活方式让世界艳羡。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提到，高铁网络、电
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
引领世界潮流。“互联网+”成
为助推中国实体经济行稳致远的
关键引擎，带来新的居民福祉，
这也成为会内会外谈论的热点话
题。

“互联网+”引领下

的国人“新新生活方式”

当 2017 年“淘咖啡”在杭
州正式亮相时，大家意识到，无
人超市真的来了。消费者只需用
手机扫码进店，出门时在“结算
门”停留几秒，所有的消费就会
在手机上自动付账。

不止是一杯咖啡，过去一年
多时间里，小到口红、大到汽
车，越来越多的无人超市出现在
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

“无人超市只是新零售业态
中的一种，新零售时代消费者理
应有全新的消费体验。”阿里巴
巴集团 CEO 张勇说，如今线上
线下同时发力的新零售时代，不
仅升级了大众的消费体验，更对
与零售业相关的各行各业产生深
度影响。

对生产者来说，“互联网+”也
成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胜的
重要“法宝”。记者采访了解
到，洗碗机在美的集团的众多产
品中曾连坐多年“冷板凳”，其
关键在于洗碗机这个“舶来品”
与中式餐具和中国“多油、多
炒”的饮食习惯不匹配。

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的分析和
技术支持，美的集团设计了中式
碗篮网，增强烘干、储存功能，
并开发了专门的清洗程序，使得
其旗下一款智能洗碗机在 2016
年天猫“双 11 ”热销 8000 多
台，一年内销量增长 19 倍。

就在不久前举行的平昌冬奥
会开幕式上，中国冰雪健儿一袭
纯白色服装自信亮相，这套由中
国奥委会合作伙伴安踏集团赞助
设计的出场服迅速引发广泛关
注。

“要代表中国品牌走向世
界，就要有与国际水平比肩的创
新能力，‘互联网+’对商业基础设施和商业模式的升
级，让大众的生活迎来‘看得见的改变’。我们会积极
推动新零售发展，在人、货、场等领域加快对消费升级
趋势的把握。”全国人大代表、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董
事局主席丁世忠说。

智能产业、智能生活，报告热词推动

中国供给侧改革

中国走进新时代，各行各业加速拥抱科技转型。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关
键词出现了八次，此外报告中还提到了：

“深入开展‘互联网+’行动，实行包容审慎监
管，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广泛应用，新兴产业
蓬勃发展，传统产业深刻重塑。”

“实施‘中国制造 2025 ’，推进工业强基、智能
制造、绿色制造等重大工程，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

“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
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标
志。”

“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运用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侨联副主席陈乃科告诉记
者，云计算及互联网平台的发展，让越来越多中小企
业得到了更加开放、多元的创业创新环境以及与大企
业公平竞争的机会，在激发出大量创新的同时，为中
小企业带来了直接的效益，也在酝酿我国经济的新动
能。

“两会的召开将继续加快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互联网出行服务的深度融
合，使得更多企业在绿色出行、共享经济等领域贡献更
多创新力量。”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兼 CEO 王晓峰
说，今年两会，他最关注的是共享经济和中国企业“出
海”两大话题，政策支持、市场广阔、技术完备、产业
链完善、人才众多等优势为共享经济企业的发展提供不
竭动力。

新模式带来新机遇

中国将领跑新一轮全球科技变革

回顾过去五年，新经济带来新动能，新模式带来新
机遇。无论是大型互联网企业，还是在互联网生态下茁
壮生长的“独角兽”，都在过去五年中获得了巨大发
展，并且成为中国经济中的活跃分子。

多方数据显示，未来 15 年，中国将贡献全球消费
增量的 30% ，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模式正在发生转变，
消费结构与发达国家日益相似。国内传统品牌在新零售
时代焕发生机，让人们意识到消费者对于优质产品的需
求和渴望，其背后，更是国人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产业升级的期盼。

“在零售领域，特别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中国正在
站上世界之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院储殷说，新
零售在给予中国重大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
战。只有不断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促进中国
的产业升级，才能真正拥抱即将到来的新零售时代。

“基于互联网的共享经济，天然具有全球化基因，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共享经济中心。相信两会的召开将进
一步激发各行各业的创新活力，鼓励创新型企业在新时
代里走出国门，让全世界人民共享中国创新成果与发展
成就。”王晓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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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记者张紫赟、
谭谟晓)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在从农业大省跃升为科技大省的安
徽创新实践中，“谁来创新”“体制机制怎
么改”“动力哪里来”等“创新之问”，成
为安徽团代表热议的话题。

“无否决权”的人才服务窗口

“合肥为什么这么幸运能与上海、北京
一起被支持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会
场上，全国人大代表包信和说出刚转任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一职时的疑问。

“当听到有院士对来合肥工作还存
疑虑，省领导当即建议，建一个人才引
进的‘无否决权人才服务窗口’，意思
是完全尊重用人单位的意见。当时，确
实被感动了。这是一种对科学，对人才
的态度。”

人才引进后，如何激发活力？合肥市市
长凌云代表聊起感受，“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充分激发各方积极性。如合肥推进股
权、分红激励改革，已激励人才 1200 多
人，激励总额 4 . 7 亿元，推动创新要素自
由流动和聚集。”

“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明确转
化收益奖励比例不低于 70% 。 2017 年，全
省 2 1 家单位签订合同 2 2 5 项，总收入
8912 . 4 万元，分别较上年增长 87 . 5% 、
140 . 8% ，大大激发创新活力。”安徽省财
政厅厅长罗建国代表说， 2018 年将把财政
科技管理改革推向深入，提高财政科技资金
使用质量和引导效应。

“大创新大发展、小创新小

发展，不创新难发展”

五年来，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
量子通信、液晶显示 10 . 5 代线等一批重大
科技成果在安徽相继问世，成果哪里来？

“跟踪全球科技发展前沿，安徽遴选了
新型显示、机器人等 24 个战兴产业集聚发
展基地，加快推进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
精准医疗、太赫兹应用等领域 16 个重大新
兴产业工程，推进核心项目产业化；量子通

信、人工智能、智能汽车等领域 18 个专
项，力求突破核心技术。并加速构建创新型
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
能。”张天培代表介绍说。

“大创新大发展、小创新小发展，不创
新难发展。”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代表介绍
说，安徽日前决定对新组建的安徽省实验
室、技术创新中心，分别一次性奖励 500 万
元、 300 万元，其中 50% 用于成果奖励，
50% 用于人才培养引进。

抢抓“中国机会”

“未来 3 到 5 年是人工智能窗口期，谁能
加速应用落地，就能抢占产业先机。”科大讯
飞董事长刘庆峰代表认为。

抢抓“中国机会”的不仅仅是人工智能行
业。“当全球新能源汽车都在等待电池技术重
大突破的关键窗口期，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得益于巨大市场需求、政府大力推广应用，具

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华菱星马汽车集
团董事长刘汉如代表说。

时不我待。今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和第
二个工作日，安徽省就召开了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等“科技五会”，除了重奖科技人才
和团队，便是讨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
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的建设。

“建议营造更加宽松的再创业氛围”
“制定留岗留职政策鼓励员工创业”……会
场上，围绕创新的建言久久不息。

谁来创新 体制怎改 动力何来
代表热议安徽如何答好新时代“创新之问”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记者何欣
荣、郭敬丹、王琳琳)“推动网购、快递健
康发展。”连续五年，快递业发展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

快递已成为居民新“开门七件事”之
一，这个行业的点滴变化关系你我生活。绿
色包装、末端派送、快递员权益保护……跟
快递有关的这些事情，成为代表委员关心的
话题。

绿色包装：明确相关标准，

给予有效支持

去年年底，国家邮政局等十部门联合推
出《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的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在快递包装绿色
化、减量化、可循环方面取得明显效果。

虽然绿色包装已成发展共识，但真正落
实还需多方努力。“快递业绿色包装是一项
系统工程，从绿色循环产品的使用，到包装
回收体系的建立，需要从国家标准、行业规
范等方面，形成更为完善的机制。”全国人

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说。
使用绿色包装，会增加一定的成本。全

国政协委员、国家邮政局普遍服务司司长马
旭林认为，对使用可降解包装材料的电商和
快递企业，可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末端派送：完善服务设施，

发展共同配送

统计显示， 2017 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突
破 400 亿件，人均每年 29 件。快递使用频
率越来越高，烦心事也开始出现：白天上班
家里没人，快递小哥把包裹放在消防栓下面
就走了，造成无人签收、快件丢失等情况。

但与此同时，快递员们也有不少吐槽。

“我听很多同行说，送快递时一些高档住宅
区、写字楼进入不方便。联系收件方，打电
话老是没人接，造成一个件要送好几次，增
加了很多工作量。”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
政集团上海市邮区中心局上海站邮件处理分
中心邮件接发员柴闪闪说。

对此，今年 1 月出台的《关于推进电子商
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提出：“创新
公共服务设施管理方式，明确智能快件箱、快
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的公共属性。”

“包括快递柜在内的末端设施量还远远
不够。作为一种基础便民措施，希望在更多的
住宅区、办公区得到推广。”柴闪闪表示。

马旭林建议，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可以
发展城市末端共同配送，建设融电商、快

递、蔬菜粮油、饮用水等配送服务于一体
的社区配送公共服务站，避免各自为政、
各占一摊，提高公共设施利用率。

规范用工：保障快递员权

益，向智能化要效率

在快递业的用工体制中，有的是合同
工，有的是派遣工，有的是临时用工。
“要从源头规范，加强对快递员工的培训
指导、劳动保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国防邮电工会主席杨军日说。

保障快递员合法权益的同时，快递业
也在加快转型。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
转为向高科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要效率。

菜鸟网络显示，近年来“双 11”签收
1 亿件包裹所需的时间，从 2013 年的 9
天，缩短为 2017 年的 2 . 8 天。“单量越
大、速度越快”曲线的背后，就是通过大
数据和智慧算法，让每个包裹都有最优路
径。甚至做到“未卜先知”，把商品提前
布局到消费者身边。

绿色包装 末端派送 规范用工
代表委员谈快递业健康发展

▲在安徽合肥开幕的科大讯飞（首届）全球 1024 开发者节展示区内，参观者和智能语音机器人进行互动（ 2017 年 10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资料片

快递已成为居民新“开门七件事”之一。从完善
绿色包装的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到快递柜的推广，
再到保护快递员的权益……代表委员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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