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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省委书记刘家
义，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率领
的山东省党政代表团8日在江
苏省学习。代表团先后来到苏
州工业园区、苏州生物医药产
业园区、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
院和苏宁控股集团等四站。

8日上午，代表团一行首
先来到苏州工业园区学习。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
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
目，在全国经开区综合考评
中蝉联第一名。大家认真听
取园区发展情况介绍，就园

区坚持新型工业化、经济国
际化、城市现代化互动并进
发展路径，创新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等问题与当地同志深入
交流。随后，代表团来到生物医
药产业园区，这是我国发展水
平最高、创新能力最强、成长速
度最快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之
一，已集聚大健康产业领域企
业1000多家，大家边听边看边
记，认真学习园区创新机构集
聚、人才集聚和企业集聚，推
动研发创新和产业化融合等
经验做法。

下午，代表团在南京继
续学习。在江苏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听取研究院打造科技
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以市场
化手段推动产业关键技术研发
与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未
来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等情
况介绍，研究院“将研发作为产
业，将技术作为商品”的先进理
念，以开放、激励的创新机制，
服务企业创新，引领产业发展
的模式，使大家深受触动、深
受启示。

能够吸引发达国家的科

研机构在南京落户，江苏依
靠的是体制创新上的先行先
试。2014年起，他们就以江苏
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为试验田，
推行一所两制、项目经理等新
模式，在全省各地布局38家新
型研究所。几年间，不少“沉
睡”的科技资源开始苏醒。南京
工业大学膜科学技术研究所加
盟后，孵化的“膜公司”达到
3 0多家，创造的经济效益近
百亿元。

苏宁控股集团企业规模去
年位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

二名，代表团来到苏宁，深入了
解、认真学习企业采用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模
式，多渠道融合、多业态协同发
展，推动传统零售业转型升级
的成功做法。

广州六站，浙江六站，江
苏四站，在四天时间里，山东
南行“取经团”已经结束了行
程。大家看到了差距，直面山东
短板。下一步，就是如何消化
吸收，把学习经验转化为切
实的行动。

据大众日报、山东新闻联播

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昨日到江苏学习

四四天天十十六六站站，，““取取经经团团””行行程程结结束束

消消化化““真真经经””落落实实行行动动，，才才是是行行程程的的““句句号号””

四天十六站，7月8日下午，
由省委书记、省长带队的山东
最高规格学习团，离开了此
行最后一站——— 苏宁控股集
团。至此，备受关注的山东党
政代表团南下“取经”行程画
上了句号。

这显然只是一个行程的
“休止符”，学习只是第一步，回
来之后学习、总结、梳理、消化，
然后把取得的“真经”内化为理
念和行动，那个“句号”才能真
正圆满地画上。

本报记者 郭静 廖雯颖

“坐不住”的学习
团南下有必然性

此行南下50余人的代表
团，不少媒体称其为“坐不住”
的山东学习团，寓意山东正视
现实之后奋起直追的迫不及
待。

这种氛围自新年伊始已经
开始在全省酝酿。春节后上班
一天，山东召开全省新旧动能
转化重大工程动员会，作为全
国GDP总量前三的经济大省，
突然以新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理
念自评，直指山东经济发展存
在的问题和窘境，毫不避讳，不
再以经济大省自居，放低姿态
对标全国不少先进省市，态度
恳切，言辞犀利。

这无疑掀起了山东解放思
想大风暴的先声。此后，不管是
官方政论发布，还是施政方针
出台，频频出现砥砺前进、奋勇
当先的信号。

就在习总书记视察山东之
后，鲁义署名文章《学思践行，
对标笃行》中强调，学习贯彻总
书记重要讲话，不能浮在面上，
不能空对空，要与总书记重要
讲话对标对表，找准问题根源，
深化细化完善思路举措，结合
实际拿出实招硬招。里面着重
于对抓落实做了犀利论述，“没
有开拓精神和拼劲闯劲，抱残
守缺、不思进取、不敢担当，总
书记对山东的期望怎么实现？

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标
准很高，任务很重，唯有奋力拼
搏才能蹚出路子来。”

此后不多久，在7月1日建
党节，山东隆重表彰了一批“担
当作为好书记”“干事创业好班
子”，省委书记刘家义发表讲
话，再度强调，站在新时代、踏
上新征程，我们要自觉把山东
放在世界发展大格局中、放在
中国新时代大坐标上来审视、
来谋划、来推进。

站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格局
中审视山东，山东短板更加凸
显。而此次南下“取经”，也被不
少学者认为是意料之中的必然
之举。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
的情势下，山东试图破局，实现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决心跃
然而上。

“取经”时间一半
在广东有何寓意？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之际，此行南下的意味尤其
深远，回顾这四天的行程，或许
可窥见眼下山东最短板以及未
来山东发展方向和布局。

首先，为什么第一站放在
广东？意义不言而喻。广东作为
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四十年
来得改革开放之先机，如今经
济社会发展已走在全国前列：
连续29年GDP位居全国首位，
区域创新综合能力领跑全国，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全国
第一，结构调整取得标志性进
展，“三二一”产业格局基本形

成。尤其是广东高举“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旗帜，坚持“发展
是硬道理”的态度和精神，都是
当前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走在前列目
标的山东值得学习借鉴的地
方。尤其是上合峰会之后，7月3
日，鲁义发表文章《乘着东风再
出发》，要求打造对外开放新高
地，重塑山东外向型经济发展
新优势，深化改革，再立对外开
放波澜潮头。故而此行四天，有
一半时间放在广东。

总结四天的学习行程，代
表团学习点均为有的放矢，旨
在取长补短。为了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推及体制机制
创新、补上优化营商环境一课，
此行代表团在广州海珠区琶洲
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周大福金
融中心、杭州行政服务中心进
行了学习。

创新创业氛围不足、成果
不丰富是山东“双创”的现状，
也是山东下一步需要发力突破
之处。深圳湾创业广场、杭州未
来科技城、梦想小镇给出了可
资借鉴的经验和路径。

“国强民弱”是山东的痛点
之一。此行代表团学习了三家
民营企业巨头，分别是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和苏宁
控股集团。这三家均为世界500
强企业，也是行业领军者。它们
还有一重共同身份：互联网企
业。在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培育
新动能的当下，山东亟须民营
企业新鲜血液的输入。

乡村振兴是总书记对山东

提出的殷切期望，山东已出台
战略规划。在浙江安吉县余村
和鲁家村两个学习点，前者通
过生态文明建设、发展休闲旅
游经济，后者以市场化运作吸
引社会资本进行家庭农场集聚
区和示范区建设、打造田园综
合体，以不同的方式建设美丽
乡村，实践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均为山东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供了可参
考的鲜活路径。

此外，苏州两个学习点，苏
州工业园区发展新型工业化、
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对生物医药
产业的倾力培育，均为山东新
旧动能转换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存量变革”“增量崛起”具有借
鉴指导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此行还去
了一个自贸区，那就是深圳前
海蛇口自贸区。与之对标的是
青岛将建设的全国首个“中国
-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
区”。同时，山东也一直在寻求
机会积极争取对接国家级自贸
试验区。改革开放进入第四十
个年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
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自贸区和
自贸港蕴含着新一轮改革开放
的政策红利。山东在上合峰会
之后，已经借机再出发，要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打造对外开放的
高地。由此，学习蛇口自贸区的
深意也毋庸讳言。

交学习作业，一场
思想解放之旅

四天的行程，安排紧凑，
步履匆匆，但对于50多名学习
团成员来说，却是一场思想解
放和碰撞之旅。

在学习团成员交出的学
习作业中，淄博市委书记周连
华感慨，无论是一个区域，还
是一个企业，如何才能在激烈
的发展竞争中抢占先机、脱颖
而出？广州、深圳的实践给出
了答案——— 那就是紧紧抓住
改革这个“牛鼻子”，真正用好

“创新”这把“金钥匙”。
反思淄博的现状，他认

为，淄博作为一个老工业城
市，如何突破转型难题，出路
就在于改革创新。

而烟台市委书记张术平
则直接表示，差距背后还是
观念问题。与广州同为首批
沿海开放城市的烟台，虽然
在培育资本市场、推动企业
上市方面在省内处于领先，
但与广州、深圳比，差距依然
很大。数量上就很直观，烟台
现有上市企业47家，而广州则
有97家、深圳有273家。而从质
量效益上看的话，差距也很
大。烟台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
化工、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
平均营业收入57 . 8亿元，平均
净利6亿元。而深圳上市公司
大都是高科技企业，2017年平
均营业收入126 . 7亿元，平均
净利14 . 2亿元。

“数据指标差距背后是思
想观念、发展观念问题。”他
说，从这两天见闻看，广州、深
圳都把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作为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举
措。而我们近年来一直没有把
资本市场发展上升到战略高
度来认识，政府层面缺乏高起
点、高标准、高水平的统筹谋
划和工作谋划。

曾经去过中科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参观学习的省科技
厅厅长刘为民也感慨，此次再
次来到这里，惊讶于这里突飞
猛进的变化。

“感受最深的是该院在体
制机制上破旧立新，表现出突
出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已
经成为自主创新的新标杆。”他
总结了三个经验，就是“敢闯、
敢试、敢改”。

“的确是一场思想的大洗
礼。”不少学习团成员深受触动
之后表示，学习考察仅仅是开
始，回去后真正消化，然后落实
到行动上，这才是真正取到了

“真经”。

8日，山东省党政代表团一

行在苏宁考察学习。图为苏宁展厅

展示的无人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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