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宏君

刘滨是宜宾市翠屏区援彝

志愿者，在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

发改局分管重点项目及工作。

现龄 50岁的刘滨被人们亲切

地誉为“三高”干部，除了年龄

高以外，还有与众不同的另外

“两高”，即：学历高和水平高，

拥有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北京

大学在读博士、房屋建筑高级

工程师、国家一级招标采购师、

国家高级采购师、四川省评标

专家、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等

职称和资格。

刘滨的祖籍在雷波县，家乡

的贫穷落后和专业人才匮乏的

现状深深地刺痛了刘滨的心，他

决心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雷波

县群众尽快脱贫致富。为了这

份善念，刘滨放弃高薪收入，奔

赴彝区脱贫攻坚主战场。

机缘巧合来雷波
主动请缨援彝者

刘滨原为四川省宜宾市市

政建设工程处书记、副处长，

2014年，因高血压、颈动脉受压

迫供血不足造成脑眩晕，不得以

办理病退在家治疗。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滨到雷

波县指导电商产业园区建设，亲

眼目睹了援彝干部奋战雷波县

脱贫攻坚战一线，积极为群众解

难题、办实事。援彝干部们的一

言一行，激起了刘滨心中的那份

善念。在得知雷波县紧缺规划建

设和项目管理专业人才后，刘滨

瞒着家人主动请缨。一边正求才

若渴、筑巢引凤,另一边闻风而

至，雪中送炭，一切都变得顺理成

章。2017年6月，刘滨成为宜宾市

翠屏区援彝工作队的一名志愿者。

初到雷波显身手
大胆献策被采纳

刚到雷波县，刘滨发现，一

些重点项目责能分散在不同的

部门，存在管理不顺、推进不力

的问题，与省、州工作对接不

畅。刘滨大胆提出成立重点项

目领导小组并设立重点项目办，

这个建议被雷波县委、县政府采

纳。随即，刘滨协助雷波县制定

了重点办职责、职能“三定”方

案，并出台了雷波县重点项目管

理办法、考核办法及推进机制，

在全凉山州率先出台《雷波县重

点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管理办

法》，在全省率先举办重点项目

7个方面的专题培训。

针对雷波县城市规划建设

与工程项目管理方面人才匮乏

的情况，刘滨积极主动的与高校

及社会专业人才联系，为雷波县

引进工程管理研究生1名、土木

工程专业工程师、二级建造师和

大学本科生3名。引荐了央企

—首都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北大

科技产业园集团、宜宾丝丽雅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丝丽

雅集团）、本道农业生物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道农

业）等大中型企业赴雷波县投资

发展,并达成投资意向10亿余

元，本道农业在雷波县投入

3500万余元进行中草药种植，

并取得了实效，带动了当地贫困

群众增收致富。目前，刘滨正在

全力推进宜宾丝丽雅集团到雷

波县建立现代纺织产业群；自费

到广州联系中国中药集团旗下

企业跑合网和广州国际医药港

有限公司，为雷波县中药材搭建

销路，助力脱贫攻坚。

智用北大资源
助力雷波发展

刘滨作为城市规划建设和

项目管理方面的专家，具有较深

的专业素养和广博的社会资源，

充分利用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班

的师生资源，积极为雷波县脱贫

攻坚献智出力。

2017年11月，经刘滨牵线

搭桥，雷波县委书记王荣华率党

政考察团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北大科技产业园集团等

地考察学习。考察团先后与北

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

学院院长陈春花、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助理院长范保群和

北大科技园总裁陈庚等进行交

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从

国家智库的角度，对雷波的县域

经济发展、经济规划、产业扶贫

等进行咨询指导，并着力为雷波

县培养一批优秀干部。北大科

技产业园集团拟利用“飞地”模

式为雷波县引进一批创新的高

科技企业，为雷波县产业转型和

产业创新助一臂之力。

2018 年 6月，通过积极协

调对接，雷波县委书记王荣华携

党政考察团一行赴深圳市考察

学习城市规划建设先进经验，通

过深圳市建筑规划院专家的现

场解读和实例讲解，为雷波县的

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发展

打开了思路，并为雷县的发展找

到了切入点。两年来，刘滨通过

各种社会资源，邀请了北大智

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

士同学团队、四川大学建筑与环

境学院专家教授、深圳市建筑规

划总院专家教授、中南建筑设计

集团、清华大学深圳设计院、中

铁十五局设计院等顶级团体赴

雷波县，为全县社会经济、城市

规划建设、城市发展以及区域经

济的发展献策助力。

建云朵上图书室
为孩子插上翅膀

为了彝区孩子能学习知识，

刘滨主动与北京大学河南校友

会联系，为雷波县10所彝区学

校捐赠建设“云朵上的图书室”，

仅一车乡中心校的图书就价值

达2万余元。

刘滨通过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 DPS16 级同学会和

四川大学商学院 EMBA 同学

会，募捐现金18余万元，组织

了两期雷波县贫困学生“走岀

大山看世界”系列活动，活动耗

资80余万元，学生吃、住、游大

部分费用是刘滨协调同学解

决。40余名贫困学生到北京

天安门、北京大学、长城、成都

大熊猫基地、西林凤腾航空基

地、都江堰“水果侠”主题公园

等地参观学习，拓展了视野、增

长了见识。

刘滨还联系黑龙江旅游职

业技术学院，预留10名康养专

业直升名额，减免学费，并承诺

解决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两年

来，刘滨积极协调社会团体和爱

心人士，为雷波县贫困学生赠送

书包、校服、书籍等学习用品，价

值达30余万元。

两年来，刘滨用自己的一言

一行，诠释了什么叫奉献、什么

叫大爱，虽然援彝期满，但在

雷波县 2019 年要实现贫困县

“摘帽”的关键时期，刘滨仍然

坚守脱贫攻坚主战场，默默做

着实事，誓言“雷波不摘穷帽，决

不收兵”。

援彝志愿者甘心奉献 送暖助力脱贫攻坚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援彝工作队志愿者刘滨坚守雷波县脱贫攻坚主战场，

誓言“雷波不摘穷帽，决不收兵”

河北唐山河北唐山：：机器机器人制造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人制造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引导相关企业发展机器人、智能装备、智能硬件等产

业，以机器人和智能装备制造助力当地经济转型升级。图为一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员在查验

消防灭火侦查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牟 宇 摄

□ 本报记者 韩振峰

□ 梁志武

中国改革热度指数吉林、黑

龙江两省报告6月13日公布。

在全国31个省市区“改革热度

指数”排名中，吉林省、黑龙江省

均为73.60，并列全国第18位，

东北地区并列第一位。

改革热度指数由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研究会研发编制，利用

网络数据，从“三度一感”即宣传

度、参与度、反响度、获得感4个

维度，针对全国343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六大领域，即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的改

革创新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

评估结果可以部分反映改革实

情，有助于为改革的顶层设计

提供参考依据，有助于地方改

革按部署推进和自主创新，有

助于营造全社会良好的改革舆

论氛围。

吉林：社会领域提升高

2019年一季度,吉林省改

革热度指数为73.60，在全国31

个省市区中位居第18位，在东

北地区3个省中，与黑龙江省并

列第一位；2018年四季度,吉林

省改革热度指数为75.31，在全

国31个省市区中位居第22位，

在东北地区3个省中位居第2位。

一季度改革热度指数比上一季

度有所下降，降幅达2.27%。

从领域来看，各领域均有提

高，社会领域提升最高。经济

83.82，政治 73.96，文化 71.43，

社会 79.53，生态 71.99，党建

72.89。2019年一季度，六大领

域均比上一季度有所上升，社会

领域提升最高，达 10.96，增幅

16.2%；从维度来看，各维度均

有所提高，宣传度提升最高。宣

传度67.53，参与度85.09，反响

度 57.28，获得感 92.99。2019

年一季度，四大维度均比上一季

度有所提高，其中宣传度提升最

高，达15.46，增幅29.6%。

长春市改革热度指数为

76.94，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

位居第27位。在19个副省级

及以上城市中位居第17位。

2019年一季度，吉林省六

大领域均比上一季度有所上升，

社会领域提升最高，达10.96，增

幅16.2%。

吉 林 省 经 济 领 域 得 分

83.82，位居全国第15位；政治

领域得分73.96，位居全国第16

位；文化领域得分71.43，位居全

国第20位；社会领域得分79.53，

位居全国第20位；生态领域得分

71.99，位居全国第22位；党建领

域得分 72.89，位居全国第 15

位。在省内9个市州中，吉林市

在经济、社会、生态、党建领域均

位居首位，政治领域四平市位居

首位，文化领域长春市位居首位。

2019年一季度，吉林省四大

维度均比上一季度有所提高，其

中宣传度提升最高，达15.46，增

幅29.6%。吉林省宣传度得分

67.53，位居全国第18位；参与度

得分85.09，位居全国第22位；反

响度得分57.28，位居全国第17

位；获得感得分89.14，位居全国

第18位。

在吉林省内9个市州中，吉

林市在宣传度、反响度、获得感

中均位居首位，参与度中四平

市位居首位。9个市州中位居

前5位的是吉林市80.74、长春

76.94、四平 76.62、延边 75.67、

白山75.51。

黑龙江：经济领域提升快

2019年一季度，黑龙江省

改革热度指数为73.60，在全国

31个省市区中位居第18位，东

北地区3个省中与吉林省并列第

1位；2018年四季度，黑龙江省

改革热度指数为74.71，在全国

31个省市区中位居第24位，在

东北地区3个省中位居第3位。

一季度改革热度指数比上一季度

有所下降，但排名有所上升。

从领域来看，文化领域有所

下降，经济领域提升最高。经济

83.82，政治 73.96，文化 71.43，

社会 79.53，生态 71.99，党建

72.89。2019年一季度，六大领

域除文化领域外，均比上一季度

有所提高，其中经济领域提升最

高，达7.53，增幅9.87%；从维度

来看，参与度有所下降，宣传度

提升最高。宣传度67.53，参与

度85.09，反响度57.28，获得感

92.99。2019年一季度，四大维

度除参与度外，均比上一季度有

所提高，其中宣传度提升最高，

达14.09，增幅26.3%。

哈尔滨市改革热度指数为

77.99，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

位居第23位，在19个副省级及

以上城市中位居第16位。

2019年一季度，黑龙江省

六大领域除文化领域外，均比上

一季度有所提高，其中经济领域

提升最高，达7.53，增幅9.87%。

黑龙江省经济领域得分

83.82，位居全国第15位；政治

领域得分73.96，位居全国第16

位；文化领域得分71.43，位居全

国 第 20 位 ；社 会 领 域 得 分

79.53，位居全国第20位；生态

领域得分71.99，位居全国第22

位；党建领域得分 72.89，位居

全国第15位。在省内13个市

地区中，佳木斯市在经济、文

化、生态、党建领域均位居首

位，齐齐哈尔市在政治、社会领

域均位居首位。

2019年一季度，黑龙江省

四大维度除参与度外，均比上一

季度有所提高，其中宣传度提升

最高，达14.09，增幅26.3%。黑

龙江省宣传度得分67.53，位居

全 国 第 18 位 ；参 与 度 得 分

85.09，位居全国第22位；反响

度得分 57.28，位居全国第 17

位；获得感得分92.99，位居全国

第15位。

在黑龙江省内13个市地区

中，齐齐哈尔市在宣传度、反响度

位居首位，参与度哈尔滨市位居

首位，获得感鸡西市位居首位。

黑龙江省各市地区中，改革

热度指数排名同上季度相对一

致，齐齐哈尔市、佳木斯市、哈尔

滨市位居前3位，大兴安岭地区

改革热度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黑龙江省内13个地区城市

中，位居前7位的依次是：齐齐

哈尔80.76、佳木斯80.55、哈尔

滨 77.99、伊 春 77.61、绥 化

76.76、大庆75.37、鸡西74.53。

□ 本报记者 吴宏林 韩振峰

在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活动周期间，由国家科技部火

炬中心、浙江省科技厅、杭州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科技引领、双

创升级——科技创新创业高峰

论坛”6月13日在双创周主会

场浙江省杭州市梦想小镇隆重

举行。

科技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徐南平，浙江省副省长高兴夫，

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

张振丰出席论坛并致辞。科技

部火炬中心主任贾敬敦、著名

经济学家周其仁、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

长田杰棠、上海证券交易所专

业委员会专职委员王勇等专家

学者分别就科技创新创业领域

的前沿问题进行主题演讲，浙

江省科技厅副厅长章一文、杭

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詹国平主持

了开幕式和演讲，全国各地共

800余位科技创新创业代表参

加了论坛。

科技部徐南平副部长在致

辞中谈到，党中央始终高度重

视科技创新创业工作，科技创

新在双创中的核心引领作用越

来越突出，科技创新创业在双

创中的比重和分量越来越大。

要牢牢把握创新创业向高科技

含量、高创新能级、高质量发展

方向升级的趋势，要牢牢把握

科技创新创业与科技成果转化

紧密融合的趋势。科技部正在

双创政策、双创载体、双创服务

等多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升级，

就是要突出科技创新在双创中

起到核心引领作用，加速创新

创业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紧密融

合，体现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人工

智能与创新创业”“高质量创新

创业服务”两场圆桌论坛活

动。科大讯飞、商汤科技、旷世

科技、优客工场、阿里云创新、

美国PNP等一线创新企业和

双创服务机构负责人进行了观

点的交锋。会场外同时举办了

“双创特色载体微展”，展示了

一批理念领先、模式前沿、服务

专业、赋能效果明显的孵化载

体，以及在载体孵化出来的科

技创新产品。

科技部火炬中心在论坛期

间发布了《中国创业孵化发展

报告2019》，该报告对全国科

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的发

展情况进行了详尽分析，并对

高新区内孵化载体、专业孵化

器进行了专项分析，并首次加

入港澳部分创业孵化载体的发

展情况。

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底，全国创业孵化机构总数达

到11,808，其中，科技企业孵

化器为 4849 家，同比增加

19.2%；众创空间共计 6959

家，同比增长21.3%。全国在

孵企业和团队 62.0 万家，其

中，孵化器在孵科技型中小企

业20.6万家，同比增长17.7%；

众创空间服务的初创企业和创

业团队41.4万家，与上一年基

本持平。2018年，创业孵化机

构运营收入为646.2亿元，其中

孵化器总收入463.3亿元，众创

空间总收入182.9亿元；运营成

本为515.7亿元，其中孵化器运

营成本为341.5亿元，众创空间

运营成本为174.2亿元。在孵

企业和团队科技含量进一步提

升，其中，在孵企业拥有有效知

识产权超过65.6万件，其中发

明专利10.6万件。全国创业孵

化机构从业人员达到21.8万

人，其中孵化器从业人员总计

7.3 万人，众创空间从业人员

14.5万人。创业带动就业作用

进一步发挥，在孵企业和创业

团队人员数达到395万人。

本报讯 吉林省延边边境

管理支队安图大队干警代表，

在端午节当天到老红军曹绍仪

家中，聆听红色故事，共同喜迎

建国70周年。

曹绍仪老人慷慨激昂地讲

述了自己参加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等的战斗经历，脉络清晰、

生动感人。特别是在干警与曹

绍仪互动时，他用“为了党和人

民，义无反顾向前冲”简简单单

的一句话，淋漓尽致地诠释了

为党和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坚定信念，在场的干警们

被他舍生忘死、奋勇杀敌的感

人事迹感动，受到了一次强

烈而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

干警们纷纷表示将继承

和发扬老红军精神，自觉肩

负起国家第一代移民官的责

任与使命，抓住历史机遇、迎

接时代考验，奋力开启新时代

移民管理事业新征程。

（魏宝柱）

热度指数显示吉林黑龙江改革步伐较稳
一季度，吉林省 9个市州中吉林、长春、四平、延边、白山位居前5位；黑龙江省改革热度指数排名

同上季度相对一致，齐齐哈尔、佳木斯、哈尔滨位居前3位，大兴安岭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营造改革氛围 深化改革评估

科技创新创业高峰论坛在杭州举办
2019年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发布

发扬红军精神 肩起新时代移民管理责任
吉林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干警代表端午节慰问老红军

本报讯 日前，中建路桥

集团第一公司围绕“全国第18

个安全生产月”主题，在施工现

场开展了“防风险、除隐患、遏

事故”的签字承诺主题活动，以

表达遵守安全规章的决心和确

保实现零隐患、零事故目标的

信心。

据了解，安全生产月期间，

该公司还开展了“科普进工地，

防高温中暑急救培训”“一线员

工健康普查”“安全生产事故应

急演练”等特色活动，有效增强

了广大职工的“安全无小事、生

命大于天”的意识。

（侯双全 焦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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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路桥集团第一公司举办中建路桥集团第一公司举办
““防风险防风险 除隐患除隐患 遏事故遏事故””签字承诺活动签字承诺活动

签字承诺主题活动现场 侯双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