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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全国两会 从源头做起的好牛奶A03
山东亚奥特乳业有限公司特约报道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13日下午在出席十
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
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把创新摆在
我军建设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靠
改革创新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实
现新跨越，是决定我军前途命运的
一个关键，必须全面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坚持战斗力标准，下大
气力抓理论创新、抓科技创新、抓
科学管理、抓人才集聚、抓实践创
新，以重点突破带动和推进全面创

新，不断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
习近平强调，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是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
必须摆在突出位置。创新能力是
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生
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攻克
制约我军建设和改革的突出矛
盾，需要以创新的思路办法攻坚
破难。各级领导要带头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创新、
支持创新、引导创新，实现国防和
军队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

可持续的发展。
习近平指出，科学的军事理

论就是战斗力，一支强大的军队
必须有科学理论作指导。要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既开阔视野又不
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既开动
脑筋又不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大
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创
新，加快形成具有时代性、引领
性、独特性的军事理论体系，为强
军兴军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习近平强调，我军必须高度
重视战略前沿技术发展，通过自

主创新掌握主动，见之于未萌、识
之于未发，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
仗。要确定正确的跟进和突破策
略，选准主攻方向和突破口，超前
布局、超前谋划，加紧在一些重要
领域形成独特优势。要抓紧搞好
创新性、突破性成果转化运用，把
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
力。

习近平强调，人才是创新的
核心要素，加紧集聚大批高端人
才是推动我军改革创新的当务之
急。要积极创新人才培养、引进、

保留、使用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制
度，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引进和集
聚人才，努力培养造就宏大的高
素质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要把军队创新
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开展军
民协同创新，探索建立有利于国
防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推进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中央国家机关、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满腔热忱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斗争
准备，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创造良好条件。

本报北京3月13日讯（特派记者
李钢）“黄河水来了，把房子冲

走了再建，冲坏了再修，他们的居住
环境一直得不到改善。”作为住鲁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
长、山东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王树理
一直关注着黄河滩区居民。为此，他
撰写提案建议国家在精准扶贫过程
中把黄河滩区的居民也考虑进去，
支持滩区居民迁建。

王树理建议，国家在一期试点
的基础上，同意并批准山东2016年
开展滩区居民迁建二期试点工程，
给予与一期试点相同的中央资金政
策和补助政策。同时，把试点县的经
验推广到全省25个县，让滩区几十
万人在精准扶贫中真正享受到现代
元素的小康生活。

批准黄河滩区居民

二期迁建工程

济青烟威一起试水，进入国务院审批环节

山山东东自自贸贸试试验验区区最最后后冲冲刺刺

创创新新能能力力是是军军队队核核心心竞竞争争力力
习近平：高度重视战略前沿技术，加紧在重要领域形成独特优势

我省“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到，“积极申建山东自
由贸易试验区”。目前，山东省竞逐第三批自贸区的相
关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方案已通过国家部委审批并
进入国务院审批环节。在120平方公里的山东自贸区范
围内，青岛保税港区成为主体，济南、威海、烟台等地的
部分区域将纳入自贸区范围。几个城市在中韩自贸区
创新试水后，都盼着“尽快给山东一块开放试验田”，为
中日韩扩大自由贸易提供试验平台与承接载体。

山东多地组团试水自贸区创新

2015年12月20日上午，
韩 国 货 轮“ 晨 海 号 ”满 载
2600吨液态硫磺在青岛海
关申报进口，并享受中韩自
贸协定关税优惠。这也是中
韩自贸协定生效后的首批进
口受惠货物。获益于自贸协
定降税安排，企业原本需要
支付的2万多元进口关税降
低 到 了 零 。而 在 此 之 前 ，
2015年6月起，位于青岛财
富改革试验区内的企业，已
经可以向韩国银行申请人民
币贷款业务。这也使青岛市
成为当时全国首个允许境内
企业从韩国银行借贷人民币
的试点地区。

与青岛不同，威海先行
试点的是跨境电商直购业
务。据全国人大代表、威海市
委副书记、威海市市长张惠

介绍，利用对韩口岸优势，威
海在全国率先开通了中韩海
运跨境电商出口业务，以及
国内第一条中韩海运EMS
速递邮路，并率先同时启动
海运、邮运、空运三种方式的
对韩跨境电商直购进口，使
威海成为中韩跨境电商黄金
通道。

作为韩国大企业最为集
中的山东城市，烟台融入自
贸区的方式，则是中韩产业
园区的创新。据烟台市商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韩两
国共建的“中韩（烟台）产业
园”，采取了“两国双园”的建
设模式，由两国政府合作相
互在对方国家建设产业园
区，“韩国有竞争力的企业引
进来，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
走出去。”

威海打造中韩之间最便捷贸易通道

2015年7月，商务部批
复了支持青岛建立国家自贸
区地方经贸合作推进工作机
制，青岛成为全国第一个开
展这项工作的城市。全国人
大代表、青岛市委副书记、青
岛市市长张新起表示，青岛
主动服务于国家自贸区战略
大局，研究出台了工作方案，
迈出了探索实施、先行先试
的步伐。

威海作为中韩自贸区地
方经济合作示范区，也为山
东自贸试验区的打造起到了
先试先行的创新试验田作
用。张惠介绍，目前，威海在
口岸互联互通、商品集散地
建设、中韩产业园区建设等
领域的先行先试已取得实质
性进展。“威海打造中韩之间

最便捷的贸易通道，我们到
韩国的通关速度是全国最快
的。”张惠说，两国商品的标
准互认、消费者权益保护机
制等都在谈判的过程中，这
些都是加强贸易合作很好的
措施。

“我们正积极申请，希望
能够参与其中。”全国人大代
表、济南市委副书记、济南市
市长杨鲁豫表示，在国家掀
起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大背景下，济南正积极主动
融入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运
筹构建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
局。“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山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写
入今年的济南市政府工作报
告，作为2016年重点工作之
一。

期待山东自贸试验区尽快获批

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
报告时提出，要引导外资更多
投向中西部地区，同时扩大自
贸区试点。在此之前，“山东将
积极申建中国（山东）自由贸易
试验区”也写入了今年的山东
省政府工作报告。面对如此机
遇，青岛、威海、烟台和济南等
山东城市对各类创新政策的落
地更加期待。张新起表示，山东
自贸区方案，已从过去单一城
市方案升级为山东城市群方
案。“青岛在里面是几分之一，
省里在通盘考虑。我们按省里
的统筹方案来办，目前方案还
没有最终定型。”

“尝到甜头的我们更希望
能够搭上山东自贸试验区这趟

‘高铁’，获得政策叠加效应。”
张惠表示，建议国家充分考虑
山东对日韩的地缘优势、经贸
合作优势，尽早批准设立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中日韩扩
大自由贸易提供试验平台与承
接载体。

济南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旦山东自贸区申报成功，
一方面，济南的国际贸易必然
会大大提升；另一方面，济南
还能通过在自贸试验区的探
索试验，真正转变政府职能，
在促进企业发展、加强科学
有效监管、营造公平自由营
商环境、建立开放高效市场秩
序等方面形成一套简洁、高效、
科学的体制机制。

本报特派记者 刘德峰 喻雯 杨璐 3月13日发自北京

中韩自贸协议内容

●中方将在20年内实现零关税产品

占进出口额的

85%

占税目的

91%

立即零关税：集成电路半导体、印刷电路、蔬菜种子、啤酒、

食盐等

立即降关税：铁制品及非合金钢、生丝、麻线、毛线、高频率

医疗器械、饲料添加剂、冷冻大虾等

●韩方零关税产品

占进出口额的

91%

占税目的

92%

立即零关税：渔具、大部分机电产品、存储用半导体、便携

式电脑、货船、计算机零部件、热轧钢板、小鱼类（鲈鱼、大头
鱼）

立即降关税：合成树脂、合成橡胶、生丝、麻线、塑料模具、

化学机械、锂离子蓄电器、蚕丝、蚕茧等
本报北京3月13日讯（特派记

者 喻雯） 为了更好地规范和推
动行业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山
东艺术学院副院长刘晓静建议，以
地方具有影响力的拍卖平台为基
础平台或提供技术支持，组建各省
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拍卖中心，实
现公共资源拍卖的公开透明、服务
高效，并为打造全国统一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做好衔接。

刘晓静说，近年来，我国拍卖
行业融合互联网业，加快实施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互联网+”发展模
式。她建议政府在建立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及司法网络拍卖平台时，可
充分发挥现有平台优势，实现有效
对接。以山东“点拍网”为例，目前
山东省已有过半数拍卖企业入驻，
可以提供支撑山东省省级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拍卖中心的运营服务，
又可利用拍卖机构专业技能提供

“线上拍卖+线下服务”。

组建公共交易平台

拍卖中心

代表委员议政录

退役运动员

入校当教师

本报北京3月13日讯(特派记者
杨璐) 足球进校园，专业足球教

师“从哪儿来”的问题依然困扰其
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市第一
实验小学副校长张淑琴建议，畅通
退役足球运动员进校园的渠道，破
解师资匮乏的困境。

为了解决足球专业教师问题，
张淑琴建议创新机制，畅通退役足
球运动员进入学校的渠道，让专业
足球运动员当“种子教师”，提高教
学质量。“现在学校进老师，要参加
事业编考试，退役运动员可能竞争
不过应届大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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