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齐鲁晚报联合山东
省总工会推出了“鲁班传人·齐
鲁工匠”的系列报道，以文字、
图片、视频等形式展示了我省
产业工人的风采。自去年提出

“品牌强省”战略以来，强化质
量品牌引领，推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已经成为推动山东经
济转型的共识。要把共识变成
共为，必须传承“齐鲁工匠”精
神，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崇
尚技能、鼓励创新的氛围，这样
才能涌现出更多的能工巧匠，
擦亮山东制造的品牌。

“工匠精神”在齐鲁大地源
远流长，从“木匠鼻祖”鲁班到

“金牌工人”许振超，都执着于
对技能的精益求精。长期以来，
山东人之所以给人留下实在的

印象，也与一代又一代齐鲁工
匠对完美品质的不懈追求有很
大关系。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中也存在着轻视劳动、轻视技
能的现象，“万般皆下品，唯有
读书高”的观念至今对社会精
英群体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很
多年轻人在择业时宁肯选择收
入较低的基层公务员也不愿意
做薪水丰厚的技术工人。所以
说，我们虽然有一脉相传的“工
匠精神”，但是并没有真正弘扬
光大。

面对不断加大的经济下
行压力，山东这几年提出了
很多应对新常态的举措，其
中品牌战略尤为关键。要打
造一批叫响“山东制造”的拳
头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具备

较强的竞争力，如果没有与
之相匹配的“齐鲁工匠”群体
就无从谈起。当年，海尔之所
以异军突起，成为世界知名
品牌，就是因为企业舍得用大
锤砸掉那些有缺陷的产品，以
实际行动精益求精。与三十多
年前相比，现在的山东企业更
应该勇敢地举起大锤，砸掉在
产品质量上得过且过的心理，
锻造“山东制造”在国内外市
场上强大的竞争力。

当然，今天的工匠精神已
经不仅仅体现为技能上的纯
熟，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
各行业的广泛应用，很多技术
工人已经被人工智能取代。在
海尔的胶州互联工厂，机器人
在流水线上的快速、准确是技

术工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
的。但是，制造业的智能化趋势
并不意味着工匠和工匠精神的
没落。无论生产模式怎样改变，
一个企业总要有站在“一线”的
工人，这些工人可能不需要再
亲自在车床旁边打磨产品，但
是依然要为提高产品质量付出
更有价值的劳动。此时，技术上
的“创新”比技能上的“打磨”更
重要，也更难实现。

要让制造业的“齐鲁工匠”
在创新上大有作为，还应当在
各行各业弘扬创新精神，科技
要创新，机制体制也要创新。唯
有以完善的体制机制培育匠
人，“工匠精神”的传承才不会
时断时续，若有若无，“齐鲁工
匠”才会层出不穷。

“齐鲁工匠”要在传承中创新

制造业的智能化趋势并不
意味着工匠和工匠精神的没
落。无论生产模式怎样变迁，一
个企业总要有站在“一线”的工
人，这些工人可能不需要再亲
自站在车床旁边打磨产品，但
是依然要为提高产品质量付出
更有价值的劳动。

养老金并轨之后还需“追赶”

□冯海宁

近日，人社部、财政部共
同印发通知，决定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平均 5 . 5% 的
幅度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对广
大退休人员而言这无疑是好
消息。但一位专业人士指出：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
金比企业高出一倍。即便现在
执行相同的调整标准，原来存
在的不合理差距仍然存在。”

实际上，如果执行相同的
调整标准，原来的差距不但存
在，而且还会扩大。这是因为，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
金的基数明显高于企业，执行
同一标准的话，养老金基数高
的人群，其待遇涨幅自然也
高。从公平的角度来说，两者
不仅不能是同一个涨幅，而且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涨幅应
当高于机关事业单位，这才有
望缩小不合理差距。

养老金并轨是一次意义
非凡的改革，其价值之一就是
促进了社会公平，让机关事业
单位人员也像企业职工一样，
个人缴纳一定比例的养老金。
但是，并轨只是解决了部分公
平，没有解决待遇公平。有数
据显示，公务员平均养老保险
替代率约为 80%，而企退人员
则不到 4 0% 。巨大的待遇鸿
沟，让不少企退人员心里很不
舒服，感觉很不公平。

应该说，养老金并轨为促
进公平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并
轨之后的改革议题应该是缩
小不合理差距。但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看到促进公平、缩
小差距的全面设计和政策安
排。在有限的信息中，笔者仅
看到个别地方有所行动，如
2016 年江苏企退人员人均基
本养老金调整幅度超过 7% ，

而机关事业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调整幅度控制在 5 . 5%。

笔者建议，应该把促进待
遇公平作为并轨之后养老金
改革的第二步，有必要针对不
合理差距制定“追赶”方案，在
一定时间内有计划地让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和企退人
员的养老金待遇差距回归合
理水平。首先要确定两者的合
理差距。由于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的学历、职称等相对高，其
平均养老金高于企业很正常，
但高的幅度要有界限。

确定合理差距之后，就要
为实现这个目标制定“追赶”
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显而易
见，在短期内实现养老金相对
公平不太现实，但在三到五年
内让差距回归合理或许可以
做到。在具体做法上，企业增幅
可以安排得稍微高一点，机关
事业单位的增幅可以安排得稍
微低一点——— 江苏已经作出了
表率，其他地方也应如此。

为了全面缩小养老金待
遇差距，国家有关方面不妨
也作出政策安排，比如分别
明确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提高标
准，目的有二：一是确保企退
人员养老金增长相对较快，
以追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
平均待遇水平；二是也确保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待遇相
对慢增长，以等待企退人员
养老金提高，“你追我等”差
距就会缩小。

当然，缩小待遇差距不能
仅从分“蛋糕”入手，还应该从
做大“蛋糕”入手。如此，实现
养老金公平才有基础。具体来
说，就是尽快划转国资充实养
老基金，加快养老金投资实现
保值增值，并加大财政对养老
基金补助。只有这样，养老基
金才有钱给企退人员多分一
点“蛋糕”。也就是说，缩小养
老金差距关键在于分“蛋糕”
和做“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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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人民币汇率不是问题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下文看反腐剧

也是廉政教育

□张敬伟

日前，美国财政部公布了
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国际经
济和汇率政策报告》，认为包括
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
并未操纵货币汇率以获取不公
平贸易优势，但继续将中国、日
本、德国、韩国等 6 个经济体列
入汇率政策监测名单。

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警
讯”解除了，但是美国的“汇率之
剑”依然高悬，中国必须警惕。

中国是否操纵人民币汇
率？答案并不复杂，美国并非不
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融入全
球的过程，人民币汇率也呈现
出“改革进行时”的态势。就中美
经贸关系而言，人民币汇率长
期处于“涨姿势”，中国对美贸易
顺差是由于中美贸易结构不
同———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美
国为创新型大国。“两创”的内涵
不同，使得中国只是赢得了贸
易“量”的面子，而美国赚得了

“质”与“效”的里子。苹果就是体

现中美贸易结构的产业典型，
中国只是挣得产业链低端的加
工费，美国赚取了 90% 以上的
利润。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很多由
美国跨国企业所带来。在美元
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
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
伴凝聚的贸易顺差，又以超过
三成的比例返流到美国，以美
债的方式反哺美国联邦政府和
美国市场。

简言之，强势美元和弱势
人民币的逻辑，中美互为首要
贸易伙伴的关系，对美国更有
利，尤其有利于推进“特朗普新
政”。按照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和“重新伟大”，美国急需大幅减
税和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
设。特朗普要学习里根时代的
高财赤、高物价、高利率、高美
元。但是，这么多的“高”，钱从何
来－对美贸易顺差越多，中国
购美国债越多，特朗普可用的
资本也就越多。

跟人民币汇率过不去，
是跟中国过不去，也是跟美
国过不去。和中国有生意往
来的特朗普，成了总统也谙

熟中美经贸利益攸关的那些
事。不过，特朗普就是要在中
美贸易上发现问题——— 这也
是历届美国政府一以贯之的
博弈方式。特朗普操起汇率
武 器 的 理 由 更 功 利 也 更 直
接，以此要挟中国在中美贸
易上让步。不将中国纳入“汇
率操纵国”是有条件的———
和 解 决 朝 核 危 机 捆 绑 在 一
起。以地缘政治利益和经贸
利益混搭，也是特朗普鲜明
的政治特点。

中美过招，或者说特朗普
利用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博弈，
通过习特会，两国似乎达成了
双赢的结果。但特朗普也为中
美关系留下了不确定性的诸多
悬念。如果朝核危机未达美国
预期，如果两国贸易百日谈判
不能让特朗普满意，特朗普也
许会故技重施。而且，在美国财
政部的“报告”中，美国依然将中
国列入“汇率政策监测名单”。

更糟糕的是，分析家认为，
美国也许会用“汇率失调”来替
代“汇率操纵”，前者或比后者温
和许多，但也降低了美国对包
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进行贸

易战的成本。
当然，对特朗普政府利用

汇率武器，中国也不必担心。一
方面，中国没有操纵汇率，而且
人民币汇率还在继续市场化改
革；另一方面，中美贸易利益攸
关，也会让美国不敢滥用汇率
武器。此外，中日德韩都在特朗
普的汇率操纵名单上，特朗普
和全球主要贸易国为敌，对美
国没有好处。

特朗普面临着内政乏力
的困局。高财赤、高物价、高利
率、高美元为其所期，但由于
其内政执行力不到位，特朗普

“蜜月”已经结束。伴随着美联
储加息进入常态轨道，特朗普
也面临着强美元带来的通胀
压力和出口乏力。

因而，中美经贸关系，其
实不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也
不是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是
特朗普以此作为博弈手段，
推进其拟议中的“新政”和排
遣美国社会的怨气。熟悉特
朗普的执政风格，把握其性
格特点，是当务之急。在汇率
和贸易问题上，中方要在刚
柔并济中获得利益最大化。

葛公民论坛

□戴先任

据《人民的名义》导演李
路介绍，“现在好多单位都出
红头文件了，(要求 )集体收
看，副处级以上干部七点半
准时收看。”日前，河南省周
口市委办公室机关党委就发
出通知，要求党员干部收看
这部电视剧，还要写一定字
数的观后感。

《人民的名义》是一部反腐
倡廉的好作品，寓教于乐，能让
人观看之后有所思。剧中人物
不管是反面人物还是正面人
物，都没有被脸谱化，有着丰富
的情感，反面人物走上贪腐等
犯罪之路，也都是事出有因，一
步步沦落，这就较为真实地呈
现了社会现实。

一些地方要求党员干部
收看电视剧，也是出于党风
廉政建设的需要。这部优秀
的反腐剧，比那些简单的道
德说教，更能震撼与触动党
员干部。

有人会觉得让党员干部
追剧更像是“跟风”，甚至是
一场秀。其实借助《人民的名
义》热播，来要求党员干部观
看这部剧，不仅没什么问题，
还是一种因势利导。这部电
视剧的走红，已经在现实中
起到了好的影响，比如日前
郑州出现了《人民的名义》中
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要求区
委书记整改的低矮办事窗口
的现实版，借助电视剧的走
红，让郑州的现实版也备受
关注，最终得到了解决。很少
能有电视剧在现实中也能起
到这样的良好效果。

相对于民间热追这部反
腐电视剧，一些地方要求政
府工作人员、党员干部也观
看这部电视剧，一样值得肯
定。当然，也要掌握“正确打
开”这部电视剧的方法，要知
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
千个哈姆雷特”。一些地方要
求 党 员 干 部 看 过 后 写 读 后
感，这就是个好办法，这是告
诉一些官员，不要在看剧时，
只学习里面官场明争暗斗所
使用的诡计与阴谋，或是反
倒佩服起一心要“胜天半子”
的祁厅长来。

葛试说新语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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