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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上发力，让产业发展有韧性有活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基础。步入“十四

五”，如何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
应链，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对话人：
吕静韦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闫 丽 本报评论员

会客厅渤海潮

社区治理，“抛绣球”也要“接绣球”

■ 朱绍岳

热点观察

■ 李娜

在现场

知往鉴今

视线

在军事作战中，赢得主
动，讲究捕捉战机、快速反
应，对于发展而言，同样需
要把握时机、只争朝夕。
做好今年经济工作，在构
建新发展格局中迈向高质
量发展，必须稳中有为、乘
势而上，做到见事要早、行
动要快。

见事早，是一种见微知
著的机遇意识。事即“势”，
需要我们深刻把握大局大
势，把谋事和谋势统一起
来，因应情势变化，及时调
整战略策略。而一个“早”
字则涉及“时”的概念，需拿
出灵敏的洞察力和迅速的
谋划能力。从率先举起智
能科技产业大旗，全面布局
智能科技产业，到确立以信
创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构
筑产业发展高地，无一不
是顺创新驱动发展之势早
谋划、早布局，成为调结
构、转方式、换动能的关键
力量，使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
不断壮大。

见事更要成事。成事，
除了察势观势，关键要行动
快，要时不我待、敢闯敢干，
把机遇抓在手上，变成新的
竞争优势、发展胜势。快，
一般来说指的是速度，但只
注重速度难免因失衡而摔
跤，反而会更慢。我们所说
的“快”，是稳中之快，是注
意节奏、力度、整体协调性，
踏实迈好脚下每一步、着眼
长远的快。依靠科技创
新，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升
级，向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迈进，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同时在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
抢占制高点，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巩
固旧有优势、增创新优势，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
展现更大作为，既要有快的胆气和招法，也要有
符合自身发展定位的步调、步伐，在真实、务实的
竞进中跑出加速度。
见事早，行动快，强化的是竞争上游、争当先锋

的竞争意识，在落实的过程中，能否有效应对、干出
成效，关键看我们是否有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
之勇。是否真的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检验的是
能力和水平，考验的更是责任和担当。秉持把小我
融于大我的胸怀和眼界，把发展大事时刻放在心头、
放在头等位置，创新思维、开阔思路，在实践中磨砺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方能在高质量发展的征
程上迈好每一步。

﹃
血
脉
﹄畅
通
才
会
动
能
强
劲

■ 金之平

拿出“自我始”的气概

闫丽：一件衣服的背后有纱线、面料、辅
料、商标等多个链条，一台汽车的生产涉及上
万个零部件。可见，制造业的发展有赖于相关
产业链供应链的维系。尤其对于坚持制造业
立市的天津而言，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顺
畅，是经济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迈进的
一道必答题。

吕静韦：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中看，
天津都是国家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有
句话说“近代百年看天津”，看的是什么，我想有
很大一部分是看天津民族工业的基础。随着新
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更注重技术等创新要素流
入的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从制造到智造，
意指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也代表着发展方向。
确保制造业整体链条的安全稳定，也就保证了
链上企业的发展，保持了经济发展的韧性活力，
同时保证了就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确保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和顺畅，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的有效之举。
闫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既要有薄弱环节上的攻坚克难，也要有优势领
域的精耕细作，统筹推进，搞出更多独门绝
技。结合天津情况，您如何理解“自主可控”这
四个字？

吕静韦：自主，就是我们自己的，是立足于
民族的。当前，有些技术面临“卡脖子”的困境，
究竟卡在哪里？在最源头、最顶端的地方。要
想自主，就要加快核心技术的创新，把握产业链
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推动产业不断向价值链高
端延伸，在打造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
主要策源地上不断发力，增强现代产业体系抗
击风险的韧性。没有关键技术和环节上的“自
主”，就容易“失控”。同时，站在天津发展的角
度，我们要思考，需要巩固什么，扩大什么。立
足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产业的优势地位，把产
业链布局得更高端化、更贴近未来发展方向，实

现上下游协同联动，打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
都市相匹配的产业链供应链。
闫丽：无论薄弱环节，还是优势领域，无论

补短板还是锻长板，都是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一
部分，都是为经济大循环服务的。中医讲循环，
通则不痛，那么，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服务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我们如何做好畅通
的文章？
吕静韦：产业链供应链通畅与否、效率高

低，决定了链条上企业的发展状态，也影响着整
个城市的经济运行。畅通产业链，要做到供给
与需求的适配，关键是提升供给端的创新力和
产业链供应链与需求端的对接能力，加强技术
方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产业配套能力，
让创新要素流动更加有序，资源配置更高效。
产业链衔接如同一个“闭环”，一环套一环。关
注链条上的薄弱点，补链强链，围绕产业基础高
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加快构建以智能科技产

业为引领、以信创产业为主攻方向的现代工业
产业体系，通过优势产业升级带动上下游产业
整体发展，用“大动脉”带动“微循环”，以产业循
环促进市场循环、经济循环。
闫丽：一个高水平运转的经济循环，离不开

一个个现代化水平更高的产业链供应链。立足
主业，坚持上游竞争、竞争上游，努力向产业链、
价值链高端攀升，是让产业发展更有弹性、更有
韧性，更能满足新需求的重要路径。
吕静韦：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离不

开完整高效创新链的支撑。构建政府引导、企
业主导、高校院所协同的区域创新模式，让创新
成果更快更高效转化为生产力。比如，疫情期
间，我市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产品从研发到应
用都非常快，这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无疑是大利
好，既满足了市场需求、国家需要，又增强了产
业发展的韧性。另外，有了顺畅高效的链接通
道和创新生态，还要创造营商环境的优势。优
质的营商环境是构建良好创新生态、助力产业
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
动各方积极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
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产业竞争力和现代
化水平保驾护航。

“对章程没有意见的居民，请举手……好，
全体通过！”滨海新区华纳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
里，居民代表齐刷刷举起右手，脸上洋溢着笑
容。回顾当初，章程制定曾举步维艰、几易其
稿。如今，这部居民自治章程又何以得到居民
的一致赞成？

谜底就在谜面上，重点正是“居民自治”。
“说是在为群众服务，其实更是在向群众学习，
和居民们一起，共同打造咱们社区良好环境。”

在华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红霞看来，
治理好社区，不仅仅是单向服务群众，更是一个
从群众中汲取智慧与力量的过程。“以前社区居
民也会提问题，但仅限于把问题抛出来，后续的
谋划和解决过程，则很难看到群众参与。”刘红
霞介绍说，社区治理变成了“抛绣球”，我们的工
作仿佛只是接住这个绣球。长此以往，社区居
民反倒成了旁观者。

社区治理是一项大课题，如何让群众变“旁
观者”为“参与者”，考验着基层干部的智慧。让
群众放下“心理包袱”，首先就要变“协商为民”
为“协商于民”，发挥群众自我管理的主人翁精
神。曾有楼门长年水井失修，楼梯坡面湿滑，居
民怨声载道，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华纳社
区工作人员就把协商会议搬到楼下，开起“庭院
会议”，对照政策文件把社区治理职责条分缕
析。同时，调动起社区党员干部的力量，筹集资
金、清扫路面、修整坡道，自觉承揽起家门口的
绿化工作。“现在我在社区又找到了发光发热的
机会，大事小事都想‘掺和掺和’、出出主意。”退
休党员张庆云在居民自治中实现二次“上岗”。

群众工作是一门大学问，基层干部和居民
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缺少了哪一边，都会

失去平衡。把尊重和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摆在
更加突出位置，就是在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
汇聚群众力量，更好地共商、共谋、共建、共
享。对群众来说，如果仅仅是抛出“问题绣
球”，那么需求可能得不到充分满足，社区建
设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也会被削弱。让群众
“抛绣球”更“接绣球”，这种来自群众的力量，
可以反哺到社区治理的点滴当中，实现社区
美好生活的全民打造。
这个反哺过程，要通过党建引领，尤其是

发挥社区退休党员干部的“余热”，以点带面，
打通断点和堵点。譬如，西青区中北镇假日
风景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引导社
区党员结合自身实际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
健康教育等服务，将问题需求解决在每个楼
栋里；中新生态城海博社区探索群众服务联
动新模式，打造“邻里中心”“邻里之家”两级
服务平台，为居民参加党组织活动、共建共商
社区事务和邻里交流提供空间……不仅在服
务中凝聚群众，更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以群众
所思所想、所急所盼为治理靶向，让群众在自
我管理中凝结为“利益共同体”，这样的社区
图景更加温馨动人。

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我们提
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抢抓机
遇、乘势而上做好今年经济工
作，需紧紧围绕“循环”这一关
键点，用好“畅通”这一实招。
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

系统。正如一个强健的肌体，
只有确保“血脉”畅通，流动有
力，才会更有生机、有活力。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让循环的
“动脉”更强劲、发展的韧性更
足，不但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
的当务之急，也是积聚发展势
能的着力点。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在

于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如
何达到自主，怎样实现可控？瞄
准整个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关键
节点重点攻克，打通堵点、补短
锻长，无疑是破题的关键。要从
“点”上突破，主攻信创产业，依
靠科技创新壮大新动能，尤其是
“卡脖子”问题解决了，一通则百
通。占领“制高点”，就能在新格
局中占据有利之“格”。把“点”
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必须串点成
链。瞄准“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
地”目标，把各层级的产业链“畅
通”起来，和需求链“适配”起来，
既是壮大自身实力的关键之举，
也是对整个大循环作出的贡献。
畅通的过程，也是一个融

合的过程。“融”的是人流、物
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生产要
素，催生极化效应。横向上，
天津要把区位、交通、港口等优势发挥好，就
要狠下功夫，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落实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
机衔接起来，在协同发展中实现优质要素资
源的融合对接、产业升级。纵向上，近年天津
新动能、新产业、新经济越来越强劲，正因为
我们观大势谋长远，既通过智能科技提升传
统产业，又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做大做强这些优势，仍需要抖擞精神、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用新生产要素的活力来激发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
“变则通，通则活。”察时代之变，谋发展之机，

核心抓手在于“通”，要不失时机、抢夺先机，苦练
事功干一场，让循环动力更澎湃,让发展之势更波
澜壮阔。

“嫦娥五号”登月，为其稳定着陆保驾
护航的，是天津大学机械学院空间动力团
队原创的研究成果；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
心正在研制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
作为信创核心驱动技术，涉及庞大产业链、
万亿级市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国重
器”背后的创新密码是什么？既有智与技的
比拼，更有精气神的较量，善思、敢为、肯拼，
总会点燃更多耀眼的火花。

创新之路往往充满困难，如果空有识见
却没有攻坚克难的勇气，只会逡巡不前、一
事无成。我国计算机事业先驱慈云桂，年逾
花甲仍毅然接下研制巨型机任务：“每秒一
亿次，一次不少！六年研制时间，一天不
拖！”豪言壮语，至今激荡人心。强化自主创

新与原始创新，实现从0到1的突破，往往面
临无经验可依、无先例可循、无外力可借的
考验，必须靠敢闯敢试的胆气杀出血路、开
辟新路。

与勇气相生相伴的，往往是执着，唯有坚
定走下去，才能迈上新的台阶。“海河工匠”李
基伍为我国许多舰船、航空器装配过陀螺仪
动压电机，由于精度要求极高，失败是家常便
饭，面对这份“不断打击人信心”的工作，他一
干十几年，不断研制新工艺，大幅提高了生产
效率。

在创新路上常常会遇到“拦路虎”，但辩
证看，这些困难挑战也是激发雄心斗志的“兴
奋剂”。不断因有所“失”而有所“得”，本质
上，就是在提升创新能力。成功从来都不是
什么“人生开挂”，不过是锲而不舍、厚积薄
发，只要拿出久久为功、驰而不息的精神和韧
劲，就一定能在创新之路上有所收获。

公元前541年，狄人进扰太原，晋君派魏舒挥
师驱讨。魏舒勘察战场后发现这里地形险要、道
路狭窄，战车难以发挥作用，于是号令全军“请皆
卒，自我始”，带头毁弃车辆、徒步发起冲锋，结果
取得大捷。此役宣告数百年车战历史的结束，使
步战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主导方式。可见，战胜敌
人不能只靠简单重复以往的制胜之招，必须灵活
应变，拿出“自我始”的气概，善于突破自我，方能
取得胜利。
管理学认为，最危险的事就是只按照以前的

逻辑采取行动。现实情况复杂多变，应对之策也
必变幻无穷。因此，我们要强化辩证思维，以动态
发展的视角分析形势、研究问题，决不能照抄照
搬，一味模仿。“要做就做最前沿的！”科研先锋马
伟明正是凭着这样的觉悟，在科技创新的征程上
奋起直追，锻造出制胜深蓝的国之重器；上世纪

80年代，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率先试水蔬菜种植产
业化，才有了今天无人不知的寿光蔬菜……正是有
无数锐意进取的闯将，在关键时刻勇立潮头，敢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干常人未曾干过的事，才把不
可能变成了可能。
“自我始”蕴藏着无限可能，而将可能变成现

实，需要脚踏实地、勇于创造。既要大胆想，也要
科学干，既要锐意进取，也要沉潜积淀。从问题中
来，到问题中去，必然有一个结合实际进行创造性
实践的过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涵养高出一
筹的创新智慧，就要保持对实际情况的准确把握、
对事物发展的精准研判和对目标任务的不懈进
取。真正沉下心、下苦功，保持耐力、厚积薄发，才
能抵达胜利的终点。
“自我始”，需要勇气、头脑，也需要耐心、定力和

干劲。不惧风浪、砥砺奋进，涵养敢于作先锋、勇于
创新创造的精气神，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始于今
天，方能不断破解新难题，取得新胜利。

■ 闫丽 ■ 张玥

司海英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