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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粮绝对安全 饭碗端在手里
何立峰刘昆韩长赋在首场“部长通道”回应百姓关切

稳就业 保民生
促消费

山东下好海洋强省建设“一盘棋”

黄海之滨将崛起“东方航天港”

◆导报记者 初磊 济南报道

海岸线长约3345公里、占

全国1/6，海岛589个、海湾200余

个，海洋大省山东正在走向海洋

强省。

过去两年，山东省牢记总书

记嘱托，全面实施《山东海洋强

省建设行动方案》，推出海洋强

省“十大行动”，各地海洋产业项

目建设明显提速。其中，青岛的

“蓝色药库”、烟台的超深水钻井

平台、烟台海阳市的“东方航天

港”等重大项目尤其引人关注并

取得重要进展。

深海大洋“透明化”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

国家实验室发展中心党委副书

记王永健受访时表示，今年，实

验室将推动“透明海洋”“蓝色药

库”等一批重大项目进入国家中

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如今，“透明海洋”已取

得重要成果，基于北斗卫星实

现了6000米深海全水深大容量

数据实时传输，率先解决了国

际上一直都无法解决的深海潜标

数据回传问题，让原来国际上深

海数据采集的“录像回播”变为

“现场直播”。

据悉，按照“透明海洋”计划

实施方案，实验室在“两洋一海”

关键海域(南海、热带西太平洋、

西北太平洋、印尼贯穿流及印度

洋)，科学布放并回收了500余套

深海浮、潜标观测系统。截至目

前，仍有超过100套深海定点观

测系统在稳定运行。

深海实时潜标系列关键技

术的成功研发，突破了海洋潜

标观测高频采样、数据实时传

输的瓶颈问题，使我国的全球

海洋定点观测能力跨越到世界

前沿。

此外，“蓝色开发计划”

也在推进中，其中“蓝色药

库”已完成170多个成药靶点

与已知3 . 5万多个海洋化合物

的对接。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实验室

精准筛选了7个药物靶点及时向

全球开放，全球近180家单位下

载使用，有效助力疫情防控药

物研发。

“黄金海岸”集聚高端产业

《山东海洋强省建设行动

方案》在陆海空间布局上提出

“湾区带动”。其中，面向黄海的

海洋经济带，重点布局海洋新兴

产业、重大海洋科技创新平台，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高端产业

集聚区、重大海洋科技创新基

地和世界著名的黄金海岸。

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自主设计建造的“国之重

器”——— 目前全球作业水深和

钻井深度最深的超深水双钻塔

半潜式钻井平台“蓝鲸1号”和

“蓝鲸2号”，一直备受关注。

在烟台海阳市旅游度假区凤来

路118号，坐落着中集来福士的

全资子公司——— 海阳中集来福

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海

阳来福士”)，海阳来福士为母

公司提供海洋工程装备以及特

种船舶等高附加值项目的模块

建造服务。目前，已建成了超深水

半潜式钻井平台、半潜式生活平

台，填补了国内海洋工程在这一

领域的空白。

“重磅”项目不止一个。21日

下午经济导报记者从海阳市获

悉，去年6月5日，长征十一号固

体运载火箭在我国黄海海域进

行首次海上发射成功，填补了

我国运载火箭海上发射的空

白。当时海阳港作为海上发射

出海母港，见证了这一“高光

时刻”。以海上航天技术服务

港为牵引，海阳吸引了航天产

业汇聚。

今年4月22日，海阳东方航天

港产业项目开工，并规划打造以

海上航天技术服务港，以及航天

产业总部中心、航天智能制造中

心、高端配套中心、航天文旅中

心“一港四中心”为主要空间布

局的东方航天港产业园区，重点

发展海上航天技术服务港服务、

航天研发制造、高端装备集成、

空间信息应用、航天科普文旅、

航天+创新体系六大产业，力争

通过5年时间，打造成一个带动

性强、成长性好、生态圈优的百

亿级商业航天产业集群。

过去一年，山东的海洋生产

总值增长了9%左右，经略海洋释

放出发展优势。“下一步，随着海

洋强省建设的全面推进，山东将

进一步健全完善现代海洋产业

体系，在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

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新材料

等新兴产业方面，打响‘山东海

工’品牌，为海洋强国建设贡献

山东力量。”山东省宏观经济

研究院区域经济所副研究员刘

佳表示。

5月2 2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开幕会结束后，首场

“部长通道”采访活动举行，部

分列席会议的国务 院 有 关 部 委

负 责 人 通 过 网 络 视 频 方 式接受

采访。

何立峰：

中国经济发展基础比较牢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

立 峰 表示， 去 年 中 国 G D P 增 长

6 . 1%，其他经济指标也都很亮眼，

确实很不容易，需要倍加珍惜。这

也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是

比较牢固、比较厚实的，我们有实

力也有能力应对前进中的各种困难

挑战。

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各地方有力有序有效地复工复

产复市复业，中国经济总体上比较

快地复苏。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

3 . 9%、工业用电量增长1 . 6%，以人

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长8 . 2%，交通运

输也迅速恢复正常，其他各行各业

总体上都在快速复苏。

综合起来看，中国经济的抗压

能力、承受能力、韧劲都比较强。

“五一”小长假之后，各项先行指

标，特别是发电量每天增长5%到

6%，铁路日装车数量稳步增长，有

些产业特别是一些重要企业的生产

经营快速恢复，增长幅度甚至超过

两位数。

刘昆：

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点子上

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加强对

地方财力的保障，是今年预算安排

的重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今年增加赤字率所增加

的财政资金全部安排给地方，中央

财政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的收入，也

全部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

相关支出，这是对地方财力和地方

财政运行的强大支撑。

在今年的一般预算安排上，中

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增加了

12 . 8%，这在近年来是最高的。中央

财政还专门设立了特殊转移支付，用

于支持地方基层运转、保障基本民

生、落实“六保”任务。中央财政将

全力保障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转。

当然，地方财政也要大力压减一

般性支出，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强

化管理，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点子上。

韩长赋：

中国不会发生粮食危机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

粮食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特别

是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一

些国家增加粮食储备，一些国家限

制粮食出口，所以也有人担心，我

们国家会不会发生粮食危机。对这

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不会

发生粮食危机。他用四句话给大家

吃一个“定心丸”：粮食连年丰

收，库存比较充裕，口粮绝对安

全，饭碗端在手里。

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十几年粮食

丰收，去年产量是13277亿斤，而且

是连续五年保持在1 . 3万亿斤以上，

这说明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生产能

力。现在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

远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粮

食安全标准线。两大口粮，也就是

稻谷和小麦自给率达到百分之百，

现在库存超过一年的产量，可以供

全国人民吃一年。所以我们对粮食

安全完全有信心和底气，大家不必

听那些无根无据的炒作。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上接1版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今年

赤字率拟按3 . 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

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

别国债。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上述2

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

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

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

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

挪用。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民生

支出只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要切实保障，

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楼堂馆

所，严禁铺张浪费。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

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

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

上。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

安排。要大力提质增效，各项支出务必精打

细算，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

要处，一定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

切切的感受。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

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

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

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财政、货币

和投资等政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努力稳定

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促进失业人

员再就业。各地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

限制，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

要能用尽用。

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

任务，要坚持现行脱贫标准，强化扶贫举措

落实，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健全和

执行好返贫人口监测帮扶机制，巩固脱贫成

果。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实现

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加强重大风险

防控，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李克强说，今年已过去近5个月，下一

阶段要毫不放松常态化疫情防控，抓紧做好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出台的政策既保持

力度又考虑可持续性，根据形势变化还可完

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东方航天港”将重点发展海上航天技术服务

港服务、航天研发制造、高端装备集成、空间信息

应用、航天科普文旅、航天+创新体系六大产业

（据人民日报）

““ 通通 道道 ””热热 闻闻

5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首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这是财政部部长刘昆通过网
络视频方式接受采访 据新华社

国国 计计 鲁鲁 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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