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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想的光芒，洒向每一寸土地
——党的十九大精神基层宣讲活动综述

时 事

7

成功者自有共性。记者日前采访多家“隐形冠军”企
业发现，这些企业总是时刻保持市场敏锐度，紧跟前沿研
发创新，不断调整自己，不断在领域中壮大，使自己成为产
业链中的不可替代者。

“冠军”是怎样“炼成”的？
——寻迹中国“隐形冠军”企业发展路程

寒冬时节的中国大地，
一束思想的光芒正遍洒大江南北。
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在校园课堂、在社区广场……
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灵活多样的形式被带到寻常百姓家，喜闻
乐见、入脑入心，各界干部群众充满了奋进新时代的干劲和
信心。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地参照中央宣讲团做法，选调精干
力量组建宣讲工作队，分层次、有重点、重创新、见成效，让党
的十九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内容接地气：
做老百姓的特殊
“翻译官”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用大白话讲就是
要把乡村整漂亮、整巴适，让大家的钱包都鼓起来！”背对着
千亩桃李园，重庆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农村”宣讲
分队队长、市农委主任路伟与渝北区古路镇乌牛村 80 多名村
民坐在院坝里摆起“龙门阵”。原计划一个半小时的宣讲，延
长到两个半小时还未结束，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围着农委
主任不断提问。
在重庆，高规格、高标准组建宣讲小分队，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任队长、相应工作的部门一把手当分队长，抽调社科
专家、各类先进典型等 9810 人，分赴基层开展宣讲活动。截
至 12 月 4 日，市和区县两级“六进”宣讲达 1.37 万场，直接受众
184 万人。
基层宣讲团，就是要做老百姓的特殊“翻译官”。破解理
论宣讲“深入难、接受难、持续难”的问题，只有把学和做结合
起来，讲解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实事，才能让百姓坐得住、乐
意听、记得牢。
在山东，潍坊昌邑市卜庄镇扶安镇村第一书记李国辉是
百姓宣讲团的一员。他的包里，除了印有十九大报告全文的
小册子和最新版党章，还有一本民情日记和一本记得密密麻
麻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笔记。
面对村两委干部，他讲“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振
兴”；面对全体党员，他讲“全面从严治党”；面对困难群众，他
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听完李国辉以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主要
内容进行的宣讲后，扶安镇村 63 岁的党员孙宝国说：
“说的都
是些实在话，
讲的都是实在事。咱一听，
还就是那个理儿。
”
抛去照本宣科，没有大话套话，十九大精神基层宣讲员
聚村头、进地头、坐炕头，变“固定讲台”为“流动课堂”，宣讲
内容从“高大上”变得“接地气”。
听完宣讲的群众纷纷感叹：
“ 原来十九大报告离咱老百
姓的生活这么近。
”
十九大代表、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凫城镇千佛崖村党支
部书记李晨，刚从北京开完会回来的第二天，就自觉自发当
起了老百姓的讲解员。
在枣庄学院，李晨结合自己的成长和工作经历，用“初
心、使命、美丽、强国、青年”五个关键词来解读十九大报告。
“‘青年’是报告里的高频词。报告最后部分用了一整段
激励青年，足以说明党和国家对青年的关注和关心。”李晨
说，到本世纪中叶，连“80 后”也 70 岁了。作为能受益于十九
大的一个重要群体，青年一代应该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

新时代的弄潮儿。

党的十九大召开，世界瞩目中国。十九大精神的宣讲，
不仅面向基层、面向广大干部群众，这其中还包括在中国工
作、学习、生活的外籍人士。
祖国东部开放前沿，天津滨海新区。十九大代表、新区
歌声、乐声、笑声、掌声，这“四声”让别出心裁的基层宣
区委书记张玉卓正在用一场全英文宣讲，
向落户新区投资兴
讲格外动听。
业的外资企业代表和教书育人的外籍教师讲解新时代的
“中
“正义公平均天下，青山清气暖人心，安居乐业蓝图绘，
国故事”
。
法治千钧重践行。”12 月 5 日下午，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街道西
“我已经开始申请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了！
“
”
‘一带一路’
的
一社区的“百姓书场”，评话艺人吴耀祥正在以评话的形式宣
内容能不能再帮我讲讲？
”
……场下交流热闹异常，
中国发展的
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正在通过宣讲、
通过外籍听众，
润物细无
评话源自南宋，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 年成立的 广阔前景和美好未来，
声地让更多国家的普通人知晓。
“百姓书场”
近几个月专门开设了
“十九大精神主题宣讲”
系列活
此刻的东北天寒地冻，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当地百姓最
动。77 岁的居民张介土常来坐坐，
每次听得聚精会神：
“这样的
关心的事情。在哈尔滨汽轮机厂内，
热火朝天的不只是生产
宣传形式，
老百姓听得懂、
喜欢听。
”
线，
更是十九大精神宣讲现场。
在福州，宁德蕉城区飞鸾镇南山村文化亭里好不热闹，30
十九大代表、哈电集团党委书记斯泽夫结合十九大报告，
多名畲族群众围坐在一起，聆听理论宣讲轻骑兵蓝文斌用畲
对大家说，
要改变粗放式经济模式，
向管理和质量要效益，
推动
语讲解十九大精神。
“ 畲村脱贫攻坚，靠的正是党的坚强领
东北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
实现富民强省的
“中国梦”
。
导，十九大给咱们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带来了新机遇，咱们
黑龙江省委讲师团团长陈永恩介绍，听取百姓想法、期
要在致富路上快马加鞭……”
待，
与百姓进行心贴心的沟通、
实打实的交流，是黑龙江十九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福建省宁德市第一时间组建“理论
大精神基层宣讲的一大特点。
宣讲轻骑兵”，设立“田秀才”
“ 土专家”
“ 夕阳红”
“ 文艺星”等
在革命老区，延安大学学生宣讲团利用周末，走进枣园
理论宣讲小分队，
所到之处受到广大干群热烈欢迎。
革命旧址、
杨家岭社区、学习书院、南泥湾政府，向广大游客、
把“普通话”变成“地方话”，把言简意深的“书面语”变为
向周边群众宣讲十九大精神，
上到国家政策方针、下到脱贫
易于理解的“歌词曲谱”，从东南沿海到西部山村，多才多艺
攻坚等群众关心的问题，
与他们充分沟通交流。
的宣讲员用传统草根艺术形式，宣扬党的方针政策，让思想
懂传播规律、有时代思考，青年学生们还发挥独特创意，
的光芒照到每个民族、每个村落、每个人的心里。
开展了线上宣讲
“学生宣讲团和你一起读报告”
“学生宣讲团
十九大报告内容丰富、十九大精神内涵深厚，宣讲员不
带你走进梁家河知青岁月”
两档电台直播节目。不仅省内反
仅自己要读懂读透，还要精准把握精神实质、精髓要义。各
地充分发挥知名专家学者的力量，为高校青年师生、社科单 响强烈，远在北京、上海、湖北等地的新老校友、兄弟院校都
纷纷转发。
位研究人员、党外人士等开展巡回演讲，从学理上把党的创 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北京，
结合十九大报告提出
“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
新理论讲得深入浅出、有血有肉。
设”
，
冬奥宣讲团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一场走进北京大
在陕西，
“菜单式”专题宣讲获得满满好评。全省社科领
“ 今天来听冬奥宣
域遴选出 33 名政治素质强、理论水平高、具有一定宣讲经验 学的宣讲活动中，中文系学生李钰欣说：
讲，
出乎意料的好！别开生面的奥运击缶操暖场之后，
不仅
的专家学者，根据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
了解了冬奥筹备情况，
还有运动员结合亲身经历讲报告。
”
想，经过反复打磨最后确定了 40 个宣讲专题。这张“宣讲菜
中共一大会址，中国共产党人梦开始的地方。
单”公布在省委宣传网上，供全省各单位有针对性的“点菜”
——11 月初，
“忠诚与信仰”情景党课在中共一大会址纪
听课。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基层思想宣讲的实践早已不再局限 念馆开讲，以实景表演和朗诵的形式引领观众追忆中国共产
于报告会，
“ 一次性”宣讲变为“裂变式”宣传，
“ 被动式”听讲 党在上海开启的伟大征程。
——浮雕铭刻历史，党旗昭示信仰。11 月 10 日晚，在纪
变为“互动性”交流，时间更加机动，形式更加灵活。
“十九大精神十九人讲”音频党课第一讲
在安徽，省委讲师团组织开展非常接地气的“送理论进 念馆《起点》浮雕旁，
基层”宣讲活动，全省各地优选出的 100 多位高端宣讲专家和 开启。
跨越历史，重新回到党的诞生地。一堂不同寻常的党
基层宣讲员，采取理论宣讲和黄梅戏、民歌等艺术形式宣讲
相结合的方法，及时准确把十九大精神送往基层一线，切实 课，从这里通过电波传到祖国各地的百姓家中；一幕幕情景
剧再现党史的波澜壮阔，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接受一场身临其
打通理论宣讲工作“最后一公里”。
境的“精神洗礼”。
各地有
“绝活”：
冬日里团团围坐，热情洋溢地讲解、气氛热烈地讨论，不
特色化宣讲成效显著
时有人低头记录，凝神聆听中伴随欢笑，频频点头时眼神中
“过去五年，
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科学院院士、
充满喜悦和期待……这是当下神州大地十九大精神宣讲现
南开大学副校长严纯华正用英文向现场来自近 70 个国家和地
场的简笔勾勒，这是思想的光芒洒向每一个角落，孕育着的
区的 200 多位外籍专家和留学生作题为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机和力量。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建设 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
的报告。

方法出新意：
做新时代的
“说书人”

外交部发言人：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复杂敏感
各方应谨慎行事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记者 温馨）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总
统特朗普可能将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一事，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 6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耶路撒冷地位问题
复杂敏感，各方应谨慎行事。
有记者问：据报道，一名美政府高官称，特朗普总统可能于
6 日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同时表示将继续
推迟美国驻以使馆迁址 6 个月。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对地
区矛盾可能激化感到担忧。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复杂敏感。各
方都应着眼地区和平与安宁，谨慎行事，避免冲击长期以来巴
勒斯坦问题解决的基础，
引发地区新的对立。
耿爽说，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巴
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支持建立以 1967 年边界为
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
国，呼吁各方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致力于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不管是在行业早期阶段，还是行业成熟的竞争红海，要想
“出人头地”，就需要不断向市场最前沿进发。创新研发，做到
“人无我有”，
是企业跟上时代潮流的必要条件。
比如，凭着初创期每年占营收 30%左右、近年 10%左右的研
发投入，主业为摄像镜头的联合光电正以每年营收增长 30%多
的速度在成长，在产品、技术、市场等方面，快速赶超国内外成熟
企业。
“今天这个时代，有时一个创新就是一个领域，一个创新就
是一个产业。”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再进说，就
拿旭虹光电的高铝盖板玻璃来说，这主要是触屏手机出现之后
的产业，
手上的这么一块，就应用了公司 300 多项专利。
“研发创新不是关起门来创，要紧密结合客户的未来发展需
求，甚至超越客户对自身未来需求的理解。”三花控股集团董事
局主席张道才说，研发很重要，但首先要对客户需求有第一手的
了解，
吃透行业发展趋势。
要理解客户需求，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度参与客户研发生产。
“30 多年来，公司围绕客户对产品研发和销售模式进行不断
改进。”万安集团总裁陈江说，为了适应客户的生产线节拍，万安
曾以江淮汽车为中心，配套属地化工厂，并揽下江淮等车企的模
块生产和研发，
效率明显提高，
实现双赢。

深度融合产业链让自己不可替代
与客户深度融合，拓展上下游相关产业链，已经成为“冠军”
企业的发展趋势之一。
“我们现在已经和客户深度融合，包括提前布局、参与设计、
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等。”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时乾
中说，万朗磁塑已经给众多国际知名冰箱品牌提供冰箱门体解
决方案，在冰箱领域能耗竞赛升级的当前，万朗和客户一起参与
竞争。
“我们会帮客户、帮同行做不少产品之外的、力所能及的工
作。”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说。星联精密
已经从原先单纯的吹瓶模具工艺，延展到现在从包装研发、模
具工艺、到产品上线的工程服务，成为客户包装工程的全方位
供应商。
深度参与整个产业链，与专注做好自家核心产品密不可分，
这可以使“冠军”企业与上下游的客户做更深层次的绑定，使“冠
军”地位更加稳固，也更容易拓展产业链。
万朗磁塑在磁性门封条领域占有较高份额后，最近几年又
不断拓展冰箱内胆、门胆等吸塑产品，拓展冰箱门体部装、箱体
风道部装、门胆部装等模块化业务板块等，不断拓展冰箱相关产
业布局。
“未来星联精密会围绕模具进行拓展，也许不是饮料瓶产
业，但肯定还是会围绕模具来做。”姜晓平说，在企业规模仍然较
小的阶段，一定要专注，有一定规模后，可以相对多元化，但这种
多元化应是有所专注的多元化。
“强大强大，
‘强’在‘大’前边，在中国经济进入专业化竞争
阶段，专注于自己的方向显得特别重要。”张道才说，100 个方向
的初级阶段多样化，不如一个方向做到行业第一。

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与国际争锋
在全球化浪潮中，
“隐形冠军”企业总是会选择与全球市场
深度融合，走向全球竞争市场。
对于万朗磁塑来说，今年的 7 月 24 日是个高兴的日子，这一
天，旗下的泰国万朗和松下签约，成功拿下一个新项目，这不仅
是万朗磁塑在国门之外的再下一城，也可以迅速提升万朗在冰
箱零部件行业中的实力排位。
实际上，对于大多数“隐形冠军”企业来说，全球化早在多年
以前就已经开始。
比如，三花控股 1998 年便在美国设立第一家海外贸易公
司，截至目前，已经在美国、墨西哥等 8 个国家设立 10 多家销售
公司；
在美国、波兰等 6 个国家设立海外制造工厂。
不仅止于布局，有不少企业已经在全球市场占据引领地位。
如，铜陵精达在特种电磁线领域，已经做到世界市场占有率
前三；三花控股在空调四通换向阀、空调截止阀等领域的全球市
场，都有超过 40%的占有率，排名世界第一；义乌双童不仅做到
市场领先，还向几乎所有的国际标准条文提供数据和验证支持
等。
全球化还意味着市场的重叠。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浪潮
中，中国不仅有“世界工厂”之称，也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对于有
些行业来说，掌握了中国市场，
便掌握了全球市场。
比如，旭虹光电生产的高铝盖板玻璃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为
15%左右。
“苹果、三星等全球品牌的很多产品都放在中国生产，
在高铝盖板玻璃领域，中国的市场份额也差不多就是全球市场
的份额。
”刘再进说。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特朗普将宣布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据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5 日电（记者 刘晨 朱东阳） 据美国
官员当地时间 5 日晚间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 6 日宣布承
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责令美国务院启动美驻以使馆
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的进程。
在当天的白宫吹风会上，特朗普政府 3 名匿名高级别官员
对媒体表示，此举主要是对“现实的认可”，也是兑现竞选时的
承诺。但他们并未明确表示，新使馆选址是否位于巴勒斯坦和
以色列的争夺焦点东耶路撒冷区域。3 名官员同时确认，特朗
普仍致力于推进巴以和谈进程，并准备支持“两国方案”。
据介绍，因涉及人员和安保等问题，新使馆的建设和搬迁
工作预计耗时数年。鉴于此，按照美国相关法律的要求，特朗
普 6 日还将签署一份延期在耶路撒冷设立使馆的文件。
美国国会 1995 年通过“耶路撒冷使馆法案”，承认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首都，并要求政府于 1999 年 5 月 31 日前在耶路撒冷设
立美国使馆，但允许总统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推迟该期限，
且必须每 6 个月向国会通报一次。
从以色列 1948 年建国至今，历任美国总统均未承认耶路撒
冷为以色列首都。
“耶路撒冷使馆法案”出台后的多任美国总统
按照法律要求，
不断推迟在耶路撒冷设立美国使馆的期限。

紧跟市场做研发创新占据前沿

2017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在南京举行
12 月 6 日，市民在 2017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展示区 IBM 展位参观智能互动机器人。当日，为期 3 天的 2017 世界
智能制造大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以“聚·融·创·变”为主题，共吸引来自国内外的 300 余家企业参
加。据介绍，本次大会分智领全球高峰会、智领全球嘉年华和产品技术展示三大版块。
新华社

英国警方挫败一起暗杀首相的阴谋
新华社伦敦 12 月 6 日电（记者 顾震球） 英国伦敦
警方 5 日宣布，挫败了一起针对首相特雷莎·梅的自杀式
恐怖袭击阴谋，
并指控两名男子涉嫌谋划这一行动。
伦敦警方表示，反恐部门 11 月 28 日分别在伦敦北
部和伯明翰东南部地区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两人目
前已被关押，警方 5 日对他们正式提出指控，两人 6 日将
在伦敦出庭受审。
据英国媒体报道，警方认为，这两名男子企图在唐
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用简易爆炸装置发动袭击，并趁乱用
刀刺杀梅。
负责英国国内安全事务的军情五处（英国安全局）
负责人安德鲁·帕克 5 日向内阁通报了这起暗杀阴谋。

他说，在过去一年中，英国已挫败 9 起在英国发动恐怖袭
击的图谋。他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近来在叙利亚和
伊拉克受到沉重打击后，开始策划在英国境内发动恐怖
袭击。
在帕克通报情况后，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梅对军
情五处工作人员“为打击前所未有的恐怖威胁而不知疲
倦地工作表示感谢”，并认为尽管“伊斯兰国”已遭重创，
但“这并不意味着威胁已经消失”。
今年以来，英国曼彻斯特和伦敦等地发生多起恐怖
袭击。5 月 22 日，曼彻斯特体育馆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
造成至少 22 人死亡。随后，
“伊斯兰国”在其网站上宣称
实施了这起袭击。

东江首府交房公告
尊敬的东江首府各位业主：
德阳申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东江首府项目现已竣工
验收，具备相关交房条件，定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12 月 15 日在东江
首府销售中心办理交房手续。因体量较大，我司分批次交付：12 月
13 日为 1 号楼 1-2 单元物业；12 月 14 日为 1 号楼 3 单元和 2 号楼 1 单
元物业；12 月 15 日为 2 号楼 2 单元和 3 号楼物业交付。我司为提供
优质的交付服务将按客户到访时间顺序逐一安排，陪同验房，请各
位业主根据自己所购物业合理安排时间办理相关手续。
为方便您快速办理相关手续，接房时请携带以下资料：购房合
同、房款收据、按揭合同、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 份。若本人不
能前来办理，可公证委托他人代办。
咨询电话：08386669933
特此公告！
恭祝各位业主喜迁新居、万事如意！
德阳申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6 日

德阳市人才交流协会注销公告
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德阳市人才交流协会
（登记证号：社证字第 0237 号）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决定注销，
并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电话（传真）：08382314930
联系人：
陈娟
德阳市人才交流协会清算组
2017 年 11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