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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宇丹

山东要举什么牌子？

今年4月，中央在白洋淀画
了个圈，雄安新区破空而出，这
对山东制定区域国家战略规划
有什么影响？

“山东搞新旧动能转换，主
题抓得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
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说，珠三
角、长三角、环渤海过去被叫中
国经济三大引擎。在区域战略
规划中，珠三角囊括周边九省；
长三角，江浙沪加安徽；环渤
海，十八大后提出京津冀，环渤
海核心是京津冀，北边是辽宁，
南边是山东。2016年5月，国务
院出台新一轮振兴东北计划，
三年投资1 . 6万亿，内蒙古搭
上这班船；今年4月，京津冀这
个圈里又画出来个雄安新区。

常修泽说，山东南靠不上
长三角，西靠不上京津冀，北靠
不上新一轮振兴东北计划，山
东在未来新阶段定位在哪里？
要举什么牌子？

常修泽曾任国家发改委关
于创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
战略意见的项目组组长。山东

“黄蓝战略”分别获批于2008年
和2011年。常修泽说，比起珠三
角、长三角，黄三角就东营、滨
州和潍坊的一小块。区域战略
要扛大旗，要高屋建瓴。现在，
山东又提出要建泛济青烟新旧
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

重点地区要率先

杀出一条血路

山东为什么急着打新旧动

能转换的牌？
常修泽说，这不光是治“山

东病”，整个国家需要新旧动能
转换，山东人要开风气之先；同
时，这也解决了未来新阶段山
东在国家战略定位问题。

他认为，站在全国看动能
转换，山东是试验区；站在山东
看动能转换，要突出重点搞试
验。整个山东15 . 7万平方公里
都搞试验的话，这个试验有点
大。泛济青烟新旧动能转换综
合试验区要重点突出济青烟，
尤其是济南。从GDP看，2016

年，青岛迈入GDP万亿城市俱
乐部；烟台7003亿元，济南6800
亿元，重点地区要率先杀出一
条血路，带动全省再转换。

体制不转换，还会

回到圈地找钱上项目

老路

“搞新旧动能转换，一定要
跳出传统思维。”常修泽说，
2003年东北振兴计划中，国家
对东北投了4000亿，2014年又
投入4万亿。经济一下行，东北

原有体制、结构问题就“水落石
出”。

他认为，东北困局和权力
本位的思维惯性有很大原因，
搞开发区先圈土地，然后找钱
上项目，这些年各地搞开发区、
新区，烂尾的很多，搞起来没有
实际内容。

“既然是搞新旧动能转换，
问题是搞什么项目，以什么思
维来搞。”常修泽表示，无论产
能过剩，还是杠杆率太高，根本
是体制问题，体制不换，到头来
还是圈地、找钱，上项目。

僵尸企业出清要

淘企不淘人

谈到体制创新，常修泽提
到目前山东经济的两个热点，
僵尸企业出清和混改。

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山
东省管企业利润177亿元，其中
盈利企业贡献利润556亿元，亏
损企业亏损379亿元，相当于2/3
利润被吃掉了。2017年，山东要
出清124户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要坚决淘汰，一
定要坚决拔掉针头，撤掉呼吸
机。”常修泽说，这样的企业，活
一天就是糟蹋老百姓财富一
天，但只要喘着气，还是国有企
业一个。

常修泽在东北调研发现，
十七八年前东北搞“三年脱
困”，后遗症至今还在。当时主
要通过买断工龄方式，大量工
人下岗。在常修泽看来，僵尸企
业出清对山东来讲迫在眉睫，
但要稳妥处理，原则是淘（汰）
企不淘人，保人不保企。人的问
题通过转岗、培训再就业解决，
不能让员工丢饭碗。

混改讲了三年半，

为何难推动

现在，看一个地方是市场
化供给思路，还是政府主导型，
常修泽观察的“窗口”是看这个
地方混改搞得怎么样。

今年5月，常修泽调研了山
东中部某县。这个县的国有资
本一共投资了17家企业，其中
10个是100%国有独资，7个是
混合所有制，连这个县的宾馆
都是国有独资。

在基层调查，常修泽发现，
央企在山东的二级、三级、四级
企业不少，这些子公司孙公司
曾孙公司，员工持股比重很低。
一些企业门口写着“让职工与
企业共同成长”，常修泽问企业
负责人，你有什么机制让员工
和企业共同成长？你搞没搞员
工持股？企业负责人说没有。

常修泽说，十八届三中全
会明确提出混改是国企改革突
破口，这句话讲了三年半，为什
么推不动？“一些地方官员顾虑
重重，怕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会
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宁可不作
为，也不在自己手上搞混改，怕
将来‘账’算到自己头上。”

这种“孙连城式干部”，曾
被山东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
书记王文涛痛批。

常修泽说，国有资产当然
不能流失，但这也成了某些领
导头上一把宝剑，成了一部分
阻碍改革人手里的武器。他建
议，为打消领导干部的顾虑，国
企改革中，国有股、民营股、职
工股，职工股里管理层持股比
例，各种不同的股权结构，国务
院要有更明细的政策出台。

新旧动能转换，山东怎么“画圈”？发改委专家常修泽建言———

全全国国看看山山东东，，先先行行区区要要杀杀出出血血路路

本报记者 王赟

5月23日，新华三集团在烟
台万达文华酒店一楼会议室启
动“应用驱动 云领未来”智绽
百城巡展。“时隔3日，同一个会
议室，华为，华三……”烟台市经
信委副主任曹菁的开场白指的
是——— 5月19日，以“因聚而生”
为主题的“2017华为中国ICT生
态之行”走进烟台。

很多人还习惯称新华三为
“华三”。其实，新华三才刚满周
岁。2016年5月，华三公司股权再
度发生变化，华三身份从外资公
司向国有控股发生转变。收购方
紫光股份拥有新华三集团51%
股份，前联通高管于英涛出任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而前东家惠普
则持有新公司49%股份。本土企
业如华为、新网锐捷，外国企业
如戴尔、IBM，都是新华三不能
忽视的竞争对手。

于英涛是烟台人，在烟台工
作多年。“于英涛很有魄力，极具
市场化思维。他在中国联通任职
期间，做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
情，一是主导了联通iPhone4以及
小米合约机的运作，二是为对抗
强势的浙江移动、浙江电信推出
近乎免费的‘随意打’业务。尽管
业内对他的动作颇有争议，但不
可否认的是，于英涛为中国联通

带去了收益，是一员干将。”这是
业内人士对于的评价。

这次的百城巡展启动仪式，
新华三集团高级副总裁、中国区
总裁王景颇，新华三集团副总
裁、渠道销售与管理部总经理黄
辉华，新华三集团副总裁、中国
区产品营销部总经理李立，新华
三集团中国区副总裁、山东代表
处代表王旭东一起出席。“烟台
是最早与新华三合作的城市之
一。”王景颇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除此之外，烟台的政务网、地税
骨干网、企业网络，都有新华三
的身影。企业领域，南山集团、

（欣和）味达美酱油、张裕的骨干
网都是新华三承建的。

烟台在新华三的业务体系
中是一个什么概念？李立的回答
很中肯，“一带一路”上的港口城
市烟台已经跃过了起步阶段，目
前处于发展阶段，需要加强的地
方就是整个城市的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但同时，烟台的数字经
济发展也有好的方面，比如烟台
在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方面做得
非常好，在互联网+应用以及制
造业方面做得不错。

新华三有两个总部，北京和
杭州。黄辉华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山东对新华三来讲是非常重
要的省份，山东有两个办事处，
济南和胶东。

本月初，山东省委副书
记、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带领
的济南市党政代表团到新华
三杭州总部调研考察，于英涛
陪同接待。

这样的接待对于新华三而
言是日常工作。王景颇告诉齐鲁
晚报记者，2016年，新华三接待
司局级以上的政府代表团400多
批次，省部级代表团24批，与此
相应的，新华三已承建12个部委
云，18个省级政务云，200余个地
市区县政务云，连续两年蝉联政
务云市场份额第一。“从实际情
况来看，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城市
管理者，开始关注城市的信息化
建设。信息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
生产力的辅助工具，它已经变成

了生产力的要素。”王景颇这样
表达他的切身感受。

“在新华三集团参观的过
程中，王文涛书记重点关注的
是济南无线智慧城市的发展，
了解了山东各个地市的无线智
慧城市建设模式，以及未来覆
盖范围。目前，新华三跟济南市
的历下、章丘等地在进行交流、
汇报和调研，重点是无线智慧
城市的建设。”同行的王旭东告
诉齐鲁晚报记者，在大数据和
云计算领域，王文涛书记非常
欢迎新华三与济南进行合作，
在大数据的联创实验室方面进
行探讨和研究。济南市代表团
的参观是非常务实的。在智慧
城市、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王

文涛书记非常期望济南能更上
一个台阶。代表团参观以后，有
很多的政府部门、企业主动联系
新华三，对信息化建设进行研讨
和落地。

新华三的管理层并不讳言，
目前新华三的品牌认知度在行
业内是领先的，但对于老百姓而
言，新华三有些陌生，于山东人
而言也是。但新华三却实实在在
地跟我们的生活关联着——— 在
山东大学，一张网实现了安防、
水电管理等哑终端设备接入，并
自动进行逻辑隔离；山东省检
察院院一体化运维；山东省环
保、人社数据中心及广域网；山
东一些法院信息化建设……新
华三的渠道伙伴山东神州四季
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几乎就是伴
随着新华三一起成长的。

谈及与山东政企合作，王
旭东表示，印象很深的是海尔。
在“工业4 . 0”落地胶州空调互
联工厂的过程中，海尔将最新
的工业设计、生产制造以及销
售理念放在互联工厂，新华三
智能工厂网络解决方案为胶州
工厂搭建了网络基础设施。

在与新华三管理层的交流
中，虽然他们回答问题少有避
讳，但语气平低调，这或许与此
有关——— 新华三近60%的员工
为研发人员。

政政府府考考察察团团去去杭杭州州考考察察新新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为为啥啥必必去去这这家家企企业业

新华三集团的创新体验中心。（资料片）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指出，重点地区
要率先杀出一条血路。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四上莫干山，30年前提出
一带一路战略雏形，再振兴东
北战略中多次实地调研，诊脉

“东北困局”。对于山东进行的
新旧动能转化，常修泽这位国
家发改委专家在做客齐鲁大讲
坛时指出，重点地区要率先杀
出一条血路。


	B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