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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丝 热 评

全国政协常委、哈电集团董事长斯泽夫：

用高质量发展彰显中国动力风采
全国政协常委、哈电集团董事长斯泽夫：

用高质量发展彰显中国动力风采

远隔万里远隔万里 看见看见““海味海味””两会两会
海外网 邵鹏飞

视 点融媒

微信公众号“海外网”《外媒高度评
价习近平在内蒙古代表团重要讲话》

网友“UMC爱玲”
又一次强调环境问题了！期待未来内蒙古

的草原、森林越来越美！
网友“好吃的”

中国在保护生态环境上是认真的。
网友“阳”

高质量发展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赞！
网友“Miss”

政策明朗，未来可期。

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两会观
察】习近平的“预防针”》

网友“烟胧半山楼”
点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华北

地区生态环境，内蒙古有必要肩负起这道脊梁！
网友“自然好郑”

我们需要的是塞罕坝的精神、执行力与坚
持几十年的耐力。这是为子孙后代谋幸福的事
儿！
网友“元宝山上一颗星”

居安思危，底线思维好。
网友“高达”

我就是内蒙古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思
路清晰、方向明确。内蒙古要把生态放在第一
位。

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两会观
察】一份给“灵魂工程师”的行动指南》

网友“吉祥三宝”
文艺创作和文化产品首先要明确是为谁说

话、为谁服务的问题。
网友“和泰”

文学和艺术作品要体现时代性、人民性、
先进性。
网友“水田村主人老米”

“明德”之中，首先当明大德，作为立身之
基、职业之本。作为有社会影响力的艺术家，
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以身作则，为社会竖立榜
样。
网友“星”

多塑造正面形象，通过作品净化人们的心
灵，是文化艺术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的责任。
网友“万里清江”

期待新时代中国文化的高原与高峰崛起。

微信公众号“人民网”《快递小哥月入
过万？全国政协委员实际调研发现……》

网友“Hosseini”
我每次拿到快递时，总会对快递小哥说一

声谢谢。
网友“兔斯基”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份工作都值得
尊敬和善待。
网友“Feblossom”

每份职业都有自己的难处，我们要互相尊
重。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一起来
算！政府工作报告里的“加减法”》

网友“李跃国”
要当“铁公鸡”，不该花的钱“一毛不

拔”；打好“铁算盘”，把该花的钱花好，花在
刀刃上。
网友“月月”

这个加减法，要减去不必要的繁琐，加上
便民的新政。
网友“故事随风飘”

政策千万条，条条惠人民。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微博网友“行走
的云儿”

我们应该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微博网友“杰杰
的晓晓姐姐”

只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正确的理想信
念，企业家才能有更好地发展。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微博网友“丽萨
不想吃”

有人大代表说，不赞赏家长天天辅导作
业。这个说得好，孩子健康成长最重要。

（本报记者 李 贞）

海外网文章 《2019 政府工作报告涉台内容
释放四大信号 你读懂了吗？》 被美国中文网、
中国澳门澳亚网、中国台湾《联合报》《经济日
报》《中时电子报》《旺报》等媒体转引42次。

文章在台湾主流媒体中引起广泛关注。台
湾 《联合报》 刊发文章 《陆 2019政府工作报告
涉台内容释放哪 4大信号》 称，据海外网报道，
大陆学者分析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与去年
相比，既有连续性，又有发展性，可以用“篇
幅短、字数少，但言简意赅，关照面广，层次
多”来形容，具体而言释放出四大信号，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 周年
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具体化、明确“九二
共识”全部内涵、突出强调遏制“台独”有深
意、突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中时电子
报》 与 《旺报》 同日刊文 《陆对台工作 明确

“九二共识”内涵》 指出，海外网引述北京联
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研究所所长朱松岭分
析，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突出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周年纪念会的重要讲话精神。这将是今年往
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台工作的核心内容，重中
之重。台湾东森新闻云以 《<政府工作报告>
200 字概括对台方针 涉台内容释放四大信
号！》 为题，对海外网刊发的专家学者观点进
行了详细解读。

（海外网数据研究中心 徐莳超）

话题分享

高端视点 全球传播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的网友
们大家好。”这是本报融媒体记者叶晓
楠首次担任《海客两会视点》主持人的
开场白。《海客两会视点》 是本报推出
的2019年全国两会大型融媒体系列访谈
栏目，目前已经独家专访了全国政协副
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贸促会党组书记、会
长高燕，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等重量
级嘉宾，嘉宾面对摄像机镜头就热点话
题进行了阐释和解读。

全媒体时代，无论对嘉宾，还是记
者，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突破。作为
一名有17年两会采访经验的老记者，叶
晓楠从幕后走到台前，面对镜头与嘉宾
侃侃而谈。“当面对镜头时，我的心忽
然静了下来，心中升起了一种全新的体
验。在那一刻，我感到，我不仅是在对
着镜头说话，更是在对着千千万万的海
外受众说话，他们和我在一起关注两
会。”叶晓楠说。而在叶晓楠的身后，
一支专业的融媒体摄制团队为保证在短
时间内高质高效完成系列访谈节目，
有 时 将 嘉 宾 请 进 专 业 演 播 室 接 受 访
谈，有时携带摄像器材到嘉宾入住的
酒店现场采访，并在访谈结束后争分
夺秒进行后期剪辑制作，确保访谈内
容在当天第一时间通过全媒体渠道全
球传播报道。

传递侨声 情牵海外

《海客两会侨声》 栏目主要专访今
年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代表。
首次参加两会报道的本报记者贾平凡，

以主持人身份独家专访了多位海外侨胞
代表。“第一次出镜还是比较紧张，随
着采访的推进，当我意识到自己可以跟
镜头做朋友，可以跟它微笑着交流的时
候，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轻松自如。”贾
平凡建议更多的文字记者今后能够往融
合的方向发展，她也希望自己今后能有
更多机会当主持人，提高自己的综合素
养。“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
故事非常精彩，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视
频访谈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海外侨
胞对中国发展所贡献的力量。”贾平凡
表示。

面对镜头，受访侨胞畅谈心声。美
国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马粤在
做客《海客两会侨声》栏目时表示，从
事金融行业的他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和
平统一工作，华侨华人在这方面责无旁
贷。第一次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新西兰
著名华裔艺术家晨晓表示，一定要把华
侨华人的心声带到两会上去。加拿大多
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原主席林性勇表
示，能够列席全国政协会议非常激动，
祖 （籍） 国永远是华侨华人的坚强后
盾。马达加斯加华商总会会长蔡国伟表
示，非常期待中国的明天更加辉煌。智
利中华会馆主席李红光表示，在促进住
在国和中国交流方面，他愿做中智交流
的牵线人。

精彩故事 即拍即传

“两会现场的新闻素材非常多，我
很想用镜头去捕捉记录这些画面，与更
多的海外网友分享我的采访经历和两会
的精彩故事。海客视频客户端非常便
捷，易于操作，我可以把随手拍下的短
视频轻松上传分享出去。”贾平凡如是
说。两会期间，本报顺应“移动化、视

频化”的传播趋势，全力运营自主研发
的海内外短视频资讯+社交服务平台
——海客视频客户端。海客视频客户端
以短视频、直播、图片、文字为重要呈
现方式，服务于全球华侨华人、留学
生、外国友人等目标用户人群，兼具丰
富的社交互动功能。

本报重点策划推出了2019年全国两
会 全 景 式 视 频 报 道 栏 目 《海 客 看 两
会》，前方记者在两会现场使用手机拍
摄短视频、图片，并上传发布到海客视
频客户端“海客看两会”话题主页面。
后方编辑团队及时对上传内容进行在线
编辑、审核，确保将现场视频第一时间
向海外传播。截至 3 月 7 日，本报记者
已从全国两会现场回传发布短视频 251
条、现场图片50张。这些发自两会现场
的短视频，既有代表委员们接受媒体群
访的热闹场面，也有大会开幕时的庄严
时刻，还有外国女记者“入乡随俗”地
在会场席地而坐抢发新闻的生动场景，
而全国人大代表李莉现场即兴演唱《这
里是湖北》向中外媒体推介湖北的短视
频 ， 则 收 获 了 不 少 海 外 网 友 的 “ 点
赞”，拉近了海外网友与中国两会的距
离。此外，本报在海外网、海客视频客
户端全程直播报道两会重要会议及活
动，方便海外网友直击两会现场，实时
了解两会盛况，获取重要资讯信息，受
到海外网友的广泛关注。

用手机轻轻扫描报纸上的二维码，一场两会高端视频访谈跃

然眼前；一键点击海客视频客户端，精彩纷呈的两会短视频令人

目不暇接；点赞、留言、转发分享，哪怕相隔万里也能与两会记

者在直播连线中实时互动。

今年两会期间，本报融媒体可视化报道“火力全开”，着力

突出视频访谈、短视频直击、现场直播等全媒体、融媒体特色版

块，精心策划推出了一批“海味”十足的爆款视频产品，为海外

网友呈现了一场主旋律高昂、正能量满满的视觉盛宴，面向全球

直播展示两会盛况，与海外网友实现零距离、零时差互动，成为

全球关注中国两会的重要窗口。

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高燕。

海客视频客户端截图：西藏代表团的格桑
德吉代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海客视频客户端截图：西藏代表团的格桑
德吉代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海客视频客户端直播“部长通道”。海客视频客户端直播“部长通道”。

《海客两会视点》 是人民日报海外版、
海外网推出的2019年全国两会大型媒体系列
访谈节目。该节目邀请省部级领导同志以及
有影响力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结合实际工作中的重点、难点、亮点解读大
政方针。

3月7日，本报记者就“推动全方位对外
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
话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哈电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斯泽夫。斯泽夫表示，今年的全
国两会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加优惠的政策和
更加宽广的舞台，企业要把“创造财富”作
为最大的责任，按照更高的要求谋求发展。
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企业特别是中央
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哈电集团坚持“走出
去”打造传播哈电品牌，“走进去”深度布
局海外市场，“走上去”抢滩高端市场，“干
一个项目树一座丰碑”，努力让中国动力点
亮世界。同时保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作
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核心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装备制造企业。

斯泽夫就新时代如何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进行了阐述。他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企业发展要站在新方位，按照高质

量发展的新要求，找准方向，在制造能力上、
品牌竞争力上、技术水平上下功夫，提高劳动
生产率，提升自主创新水平。哈电集团已经绘
就了建设一流企业、实现两个翻番、推进三个
突 破 、完 成 四 个 转 型 、打 造 八 个 板 块 的

“12348”发展蓝图，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撸起
袖子加油干，用高质量发展彰显中国动力风
采。敬请扫码观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