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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
负大舟。”宣传思想工作是专业性
很强的工作，没有几把刷子是干不
了的，没有高素质、好把式、真功
夫是干不出漂亮活的。

“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
工作队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四
力”，对整个宣传思想战线提出了殷
切希望，为提高本领能力指明了努
力方向，必将激励广大宣传思想工
作干部积极作为、开拓进取，推动宣
传思想工作开创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工
作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充
分证明宣传思想战线广大干部是完
全值得信赖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
的本领能力，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
发展，适应的一面正在下降，不适应
的一面正在上升。特别是，面对国内

国际新形势、意识形态领域新态势、
信息化发展新趋势，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任务之艰巨，建设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任务之艰巨，改进创新宣传思想工
作任务之艰巨，增强国际话语权、提
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任务之艰巨，都
是前所未有的。进一步提升宣传思
想干部的本领能力，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重要、更为紧迫。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
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
强本领能力。“四力”，既是构成
本领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本
领能力的方法路径。在路上心里才
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
现场心里才有感动，增强脚力，就
是要把实践和基层当作最好的课
堂，把人民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

宣传思想工作的活力在于发现，增
强眼力，就是要善于观察、善于发

现、善于判断、善于辨别，既见人
之所见，亦见人之所未见。宣传思
想工作贵在多想多思，增强脑力，
就是要善于思考，让脑子动起来、
活起来，提高思考能力和抓问题能
力，练就拨云见日的功夫。宣传思
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增强笔
力，就是要善于表达，少一些结论
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
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少
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
从而吸引人，打动人，感染人。

非凡脚力出眼力，勤想多思著
华章。“四力”是有机联系、相互
促进的整体，构成宣传思想干部的
综合素质。“涉浅水者见虾，其颇
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

不断增强脚力，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才能更
好增强眼力、脑力，把情况问题摸
清楚，把好招实招提出来。迈进群
众的门槛容易，走进群众的心坎不

易。不断增强笔力，说老百姓听
得懂的话，写“沾泥土”“带露珠”
“冒热气”的文章，才能真正和群
众打成一片，更加接“地气”、聚
“人气”。总之，迈开双脚丈量大
地、睁大锐眼洞察天下、开动脑筋
深入思考、练就妙笔书写时代，宣
传思想干部才能不断提高把握正
确方向导向的能力、巩固壮大主
流思想文化的能力、强化意识形
态阵地管理的能力、加强网上舆
论宣传和斗争的能力、处理复杂
问题和突发事件的能力。

本领能力绝非天生，也无法
一劳永逸、一蹴而就，而是在持
之以恒的知识更新、实践锻炼中
炼就的。不断增强“四力”，打
造过硬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我
们就能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
主动，始终立于时代潮头、引领
风气之先。

（据新华社）

增强“四力”打造过硬队伍
———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我们坚信，和平与发展是当
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
需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
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
题，展现时代担当。”在 2018 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
习近平主席深刻分析世界发展大
势，号召国际社会携手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提出了回答这一时代命
题的中国主张。习近平主席的重要
讲话，充分彰显了关注人类前途命
运的天下情怀，充分体现了为人类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历史担当。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
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
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把握机遇、
应对挑战，需要不断适应新形势新
变化，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面对时

代命题，中国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愿同
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拓展友好
合作，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公平正
义、合作共赢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让世界更加和平安宁，让人类生活
更加幸福美好。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才能为世界
和平与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
件。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
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
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面
对时代命题，中国愿同国际合作
伙伴共建“一带一路”。我们要
通过这个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
共同发展新动力，把 “一带一
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

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
之路、文明之路。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
路。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
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
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
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
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面对
时代命题，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
治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
理观。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支持扩大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
言权，支持补强全球治理体系中
的南方短板，支持汇聚南南合作
的力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
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放眼全球，人类面临的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一些国家政

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
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
动。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
退，人类面临着新的重大抉择。

面对时代命题，中国坚定不移坚
持对外开放。面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中国坚持
走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之路，坚
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
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把自己囚于自我封闭的孤岛
没有前途。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再大
的困难，都不可能阻挡人类前行
的步伐。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
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我们就能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
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
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据新华社）

答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命题
——— 论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主旨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2017 年 6 月 30 日，市委、市政府在荔浦
县、平乐县召开全市工业发展大会，出台了《关
于加快桂林新型工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等指导性
文件，正式吹响了“重振桂林工业雄风”的号
角。市委书记赵乐秦代表市委、市政府提出的要
抓住产业发展这一关键的论断，对于桂林实现超
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桂林制造业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从广西情况看，由于工业“短腿”，桂林
与南宁市、柳州市在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方面
的差距不断拉大，处于追赶地位的梧州市、北
海市与桂林的差距日渐缩小，可谓前有标兵后
有追兵。从国内情况看，为推动区域制造业升
级换代，我国各地陆续出台了借力国家实施制
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2025 》的相关具体措施。此外，在技术层面，
TMT(Technology 、 Media 、 Telecom ，即
科技、媒体和通信)的深度融合不仅引领着制造
业变革方向，也对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产生了
巨大影响。

作为广西传统的工业优势地区，近年来桂林
的制造业出现了增速放缓、增长动力不足的现
象。

一是工业生产增速平缓趋降。 2017 年桂林
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 1980 . 39 亿元，同比增长
0 . 2% ；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 566 . 32 亿元，同
比下降 1 . 5% 。规模工业总产值虽然与 2016 年
基本持平，但增加值却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负增
长，对全市经济平稳运行及增长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

二是 R&D 经费(Research and Devel-

opment ，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过少，限制创
新水平提升。 2017 年，桂林拥有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共 642 家，其中有 R&D 活动的企业共 82
家，比上年仅增加了 2 家，增长 2 . 5% ； R&D
项目 5 1 2 项，比上年也仅增加 2 项，增长
0 .4% 。

三是一些企业缺乏明晰的品牌发展战略。桂
林曾经拥有众多的优秀制造业品牌，如三金、漓
泉、啄木鸟等，但目前尚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级
品牌。在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发
布的“ 2017 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 500 强”名单
中，桂林企业中仅有“三金”以 111 . 97 亿元位
列 359 位(广西第二位)。桂林很多制造业企业的
产品质量令人称道，但忽视对品牌的构建、管
理，压缩了企业长远发展空间。

抓住制造业转型机遇，寻找新的增

长动力。

重振桂林工业雄风，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充
分研判产业发展趋势，认识到新型制造业的重要
性以及对桂林经济发展、对桂林“两个建成”的
作用，更要抢抓机遇、扬长避短，做大做强桂林
的新型制造业，并促进桂林经济再上新台阶。目
前，桂林制造业水平整体落后等问题虽然突出，
但若能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仍可能把握难
得的产业转型升级机遇，加速实现弯道超车，在
较短时间内重振工业雄风。

一是桂林工业基础扎实。桂林曾生产制造了
我国第一台海用雷达、第一套光纤室外试验系
统、第一台(套)特高压电力电容装置，桂林的电
子工业、橡胶工业一度占据广西的 2/3 以上。经
过长期努力，桂林在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和专用
设备制造业等几方面，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产业
集群。

二是桂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2017 年
桂林高技术行业增加值达到 50 . 61 亿元，同比
增长 5 . 8% ；高耗能行业增加值 139 . 32 亿元，
同比下降 2 .5% ，高技术行业增加值增幅高于高
耗能行业 8 . 3 个百分点。智神信息技术、飞宇
科技、中昊力创机电、信通科技等 4 家高新技
术企业 2017 年产值增幅均超过 100% 。

三是以桂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
济重大项目落地情况良好。 2017 年经开区实现
工业总产值 410 . 1 亿元。 2018 年 1 月-6 月，
经开区规划范围内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94 . 8
亿元，同比增长 7 .5% 。

四是桂林人力资源比较充裕。桂林在我国非
省会(首府)地级城市中拥有高校最多，现有普通
高校 12 所，成人高校 2 所， 2016 年末专任教
师超过 8000 人 (其中副高以上职称 3600 余
人)。桂林还有 14 家科研(设计)机构，拥有科技
人员 1100 余人。优异的人力资源条件为桂林新
型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良好保障。

做大做强新型制造业，抢占工业经

济竞争制高点

桂林要实现从制造大市向制造强市的转型，
必须在发展制造业上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和政策
安排：

第一，以《中国制造 2025 》为指引，制定
桂林新型制造业发展战略。《中国制造 2025 》

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
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为主
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需求为目
标，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
完善多层次人才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
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政府工业主管
部门与相关企业必须高瞻远瞩，主动求变，积
极顺应《中国制造 2025 》战略方向指引，适应
市场环境的具体要求，充分把握我国制造业转
型带来的机遇。

第二，抓住变革机遇，优化主导产业，释放
新型制造业产业集聚能量。《桂林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已提出要综合考虑桂林
经济基础、产业优势等资源要素实际情况和未来
的发展定位，同时与国家和广西相关发展规划有
机衔接，重点选择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与节
能环保、新材料、大健康、智能制造等五大产业
作为桂林“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发
展方向。在具体实施方案时要善于借机而为。例
如，可借助汽车产业转型机遇，以新能源客车项
目为主攻方向，在全力支持桂林比亚迪迅速做大
做强的同时，推动桂林客车工业重整辉煌，在新
型制造业领域开创一个产值达数百亿元的大产
业，并由此带动桂林仪器仪表、电子信息等产业
发展。

第三，实施“小独角兽、小瞪羚”培育工
程，推动民营高科技企业快速成长。“独角兽
企业”指发展前途良好的初创企业，“瞪羚企
业”则是银行业对成长性好、具有跳跃式发展
态势的高新技术企业的一种通称。桂林曾经有
非常好的机会实现“独角兽”“瞪羚”企业零
的突破。 2008 年 3 月 24 日创建的桂林鑫鹰

电子科技公司曾是我国重要的民用无人机生
产研发企业。遗憾的是鑫鹰公司未能抓住机
遇，迅速确立行业地位。与此相反， 2006
年成立的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公司在 2012
年推出到手即飞的世界首款航拍一体机“大
疆精灵 Phantom 1 ”，将单纯的飞行体验
拓展至航拍体验后，大获成功。据测算 2017
年大疆公司销售额会达到 180 亿元人民币
(27 亿美元)，占据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
的 80% 份额。从桂林目前的情况看，桂林
智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桂林啄木鸟医疗器
械公司等企业具有“独角兽”“瞪羚”企业
的特质。为这些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提供一切可能的扶持，可促使其在较短时间
内做大做强，推动桂林新型制造业在质的方
面取得突破。

第四，创建“桂林制造”品牌示范区，
拓宽新型制造业发展空间。对国家(区域)而
言，制造业水平的高低，最终都体现在其所
拥有的优秀品牌的多寡上。桂林曾经是广西
拥有知名产品与品牌最多的区域之一。早期
的芦笛电视、漓江收录机，以及依然活跃在
市场中的天和骨痛贴膏、漓泉啤酒、三花
酒、三金西瓜霜等，都曾在国内外有比较大
影响力。但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一大批
桂林品牌的行业地位被其他新兴品牌逐渐取
代。从桂林产业集聚的实际出发，桂林可率
先发展以药品、医疗器械制造为代表的“大
健康产业品牌示范区”，以手持稳定器、光
电设备制造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品牌示
范区”，以食品饮料制造为代表的“食品产
业品牌示范区”和新能源客车、汽车零部件
等为代表的“机械产业品牌示范区”。在产
业集群的基础上，形成品牌集群，并进而拓
宽桂林新型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桂林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桂林新型制造业发展研究”课题组成员；相
关数据来自于广西、南宁、柳州、桂林 2017
年统计年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强调：“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
团结联谊的功能，最大限度为党和国家
事业凝聚共识 、凝聚智慧 、凝聚力
量。”因此，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更应
该具备大思维、大格局，具备大视野，
实现大目标，紧密围绕中央治国理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带一路”倡议
发挥好建言议政、献策献计的职能优
势。

一、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新
特点

首先，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具
有覆盖面更广、层次更深、国际化、更
加需要“走出去”的特点。

其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也
呈现出站位更高、格局更大、根基更
深、联动更多，触角更广的特点，日益
形成多维复合型的工作体系构成，“点
线面”的工作模式也最有益于通过协
调、协商凝聚全社会最大的意愿和最大
的公约数。

第三，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具
备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正确处理和
把握好“一致性”与“多样性”的辩证
关系需要以“求同存异、异中求和”作
为处理矛盾的价值取向。

二、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视域下人
民政协面临的新挑战

新时代面临着国际不确定因素的增
多和国内主要社会矛盾的转化，社会治
理模式、党的治国理政新方略及党的建
设伟大工程，任何有可能阻碍和迟滞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挑战、风险和隐患都
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视域下人民政协
面临的新挑战。

从国内视域角度看，主要是随着
“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的转
变，社会更加关注公平因素，个性
化、自我化的利益诉求与以往相比更
加凸显。

从国际视域角度看，主要是如何更
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国家“走
出去”战略实施，以及台湾问题的最终
解决。人民政协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个
方面：一方面是与沿线国难以在更高层
次的诸如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形成更紧
密更可靠的共识。另一方面，随着中美
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对美开展统一战线
工作将成为优选方向和主要领域。

三、人民政协在新时代统一战线中

应发挥统战团结功能
(一)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爱

国统一战线工作不断深化发展的根本保
障。一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习近平统一战线工作
思想为指引；二是必须树立“四个意
识”、“四个自信”、“五大发展理
念”，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

(二)人民政协要在爱国统一战线工
作中发挥大团结大联合作用

人民政协应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
“走出去”战略指引下，在与亚非拉国
家的产业合作、产业转移中更好地建言
献策。人民政协为建立更高、更广、更
深厚、更可持续的国际层面的统一战线
工作，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工作目标而
努力。

(三)人民政协要在对台统一战线工
作中做好顶层设计

人民政协在对台统一战线工作中应
形成一整套有成效、有合力、可持续、
有具体工作抓手的工作方案。比如可重
点关注来大陆留学的台湾学生群体，制
定系统的教育方案和工作流程，使台湾
留学生感受到祖国目前正在推进的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感受到社
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从而唤醒其体内
的文化基因和身份认同。

(四)人民政协必须坚持不懈做好联
谊交友工作

当前，桂林市迎来快速发展的前所
未有的良好时期，国际旅游胜地建设、
桂林面向 51 个国家外国人 72 小时落地
免签政策实施、贵广高铁快速贯通、国
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两江机
场扩建……近几年来，世界旅游论坛，
东盟博览会桂林国际旅游展永久落户，
更增加了桂林与国外各界人士、旅游界
国际知名人士的沟通和交流。政协工作
可对接好并切入上述平台，在来华出席
经贸活动的朋友圈中发挥好统一战线的
“交朋友”职能，凡有利于增进统一共
识、增进对外国友人对华共识、愿意为
中国发展建言献策的工作，都可以主动
去开展，主动创设交谈的主题，主动创
新增进沟通的形式。

(作者系阳朔县政协委员、桂林旅
游学院教师)

抓住转型机遇，实现桂林新型制造业超越发展
□窦均林 姚增福 马建森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

视域下人民政协的

功能研究
□莫江洪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