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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元

我国海洋经济总值增长快速

日前，中宣部就新时代自然资源事

业的发展与成就举行发布会。 会上，自

然资源部总工程师张占海介绍，2012—

2021年，海洋经济总值从 5 万亿元增长

到 9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

持在 9%左右。

据介绍， 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特别是新兴海洋产业的增速超过 10%。

同时， 我国还是世界第一造船大国，这

个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海洋工程

装备总装建造进入世界第一方阵，海洋

港口规模和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均

占世界第一。 此外，自然资源部还会同

有关部门出台了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

金融指导意见，主要的银行海洋经济贷

款余额都保持在 6000亿—7000亿元。

18

个

首批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启动

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第一批智能

交通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自动驾驶和智

能航运方向）。 经自主申报、相关单位推

荐和专家评审，交通运输部同意将“北

京城市出行服务与物流自动驾驶先导

应用试点” 等 18 个项目作为第一批智

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项目。

18 个项目聚焦自动驾驶、智能航运

技术发展与应用， 面向公路货物运输、

城市出行与物流配送、 园区内运输、港

口集疏运和码头集装箱运输、沿海及内

河智能航行等场景先行先试开展试点

示范，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

深度融合的解决方案。 通知明确要求，

各试点项目牵头单位是落实试点任务

的主责单位， 要切实发挥统筹协调作

用，科学组织、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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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消费电子产销规模世界第一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徐文立

日前表示，我国消费电子产销规模均居

世界第一。我国是消费电子产品的全球

重要制造基地，全球主要的电子生产和

代工企业大多数在我国设立制造基地

和研发中心。

消费电子主要是面向大众消费市

场的电子整机产品， 包括个人计算机、

手机和彩电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消费电子产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领

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前沿市场。 徐文立

说， 我国消费电子产业规模持续扩张，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品牌建设成效显

著。 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培育先导性

和支柱性产业， 推动新一代视听技术、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带动内容、计算、存

储、显示等产业链整体升级，加快新技

术在重点行业领域融合创新发展，激发

信息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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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差距持续缩小 东北经济逐步企稳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数据显示，2021 年东北三省粮食总产量达 2889 亿斤，占全国 21.2%，合计增产达 153 亿斤，对全国

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 57.2%。 CNSPHOTO提供

吉林：抢抓机遇锐意创新

长春新区，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广大干部职工正为迎接

党的二十大岗位练兵竞赛做准备。

通过这项活动， 要为新型卫星研发

积累更多创新点子。 综合电子研究

室主任邹吉炜构思了 3 个创意点，

写了满满 10 页材料。他作为电子系

统技术骨干，一直参与“吉林一号”

卫星的研制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到东北考察， 谋划推进东北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创新，始终是

一个关键词。

吉林深入贯 彻落 实习近平

总书记“要抢抓机遇，大力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重要指示精神。“吉林

一号”已有 70 颗卫星在轨，组成全

国最大的商业遥感卫星星座。以“吉

林一号”卫星星座为抓手，逐步形成

卫星研发制造应用的产业集群，

聚力打造新装备产业代表。“作为公

司成长的见证者，我感触太深了，创

新让企业快速成长。 我们将牢记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持续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 加快推动产业集群高质

量发展。 ”邹吉炜说。

自动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

线、构建可配置订单生产模式、搭建

数字孪生技术平台， 一汽集团红旗

工厂处处有新。“红旗老品牌创新打

造新能源汽车， 智能化体验深受年

轻人喜爱。 ” 一汽集团首席技能大

师、 红旗工厂外网维修工人齐嵩宇

说，“国家大力支持东北传统产业转

型，我们抓住机遇，从传统燃油汽车

向新能源、智能化汽车布局。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对咱工人来说

就是踏踏实实地干， 让红旗品牌在

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

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农

业、 新旅游、 新电商……吉林省以

“六新产业”为主攻方向，打开多点

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新格局，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 光电子等

成为冉冉升起的新星。

老工业基地发展注入新动能硕

果累累， 千万亩沃土良田亦是丰收

在望。

吉林中部的黑土地， 玉米进入

灌浆期。 公主岭市乾程农民专业合

作社里， 理事长王成组织村民们聚

在一起，唠着今年的新变化。“家门

口的地成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天上的卫星都帮着种田

了”“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保护得更好了”“我家尝试玉米和大

豆间作种植，效果挺好”……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气氛热烈。

“这两年党的惠农政策多，玉米

增产，大家也增收了。党的二十大召

开期间，正是收获的黄金时期。我们

都摩拳擦掌为秋收做准备， 攒着劲

头庆丰收。 ”王成说。

向西而行，松原市的查干湖上，

“鱼把头”张文正在进行夏季捕鱼的

收尾工作。“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

1300 吨的捕捞目标。 ”张文说，“为

了守护好这片湖水， 这两年我们把

细眼小网改成宽眼大网， 再按科学

计划投苗，可持续的养殖方式，让我

们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年年有鱼’

的美好祝福。 ”他说。

社区里也弥漫着喜气。 在长春

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大

楼里，72 岁的邱文凤与居民们围坐

一起， 商量筹备喜迎党的二十大文

艺演出。“咱们合唱团正在排练《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歌唱祖

国》”“我们舞蹈团也报名，表演《欢

聚一堂》”……邱文凤在现场展示了

一小段舞蹈，引来阵阵掌声。“这几

年，大家的生活有滋有味，跳起舞来

也是浑身带劲儿。 ” 邱文凤高兴地

说。

从最初改造基础环境， 到聚焦

衣食住行打造乐龄食堂、 完善银行

等配套， 再到如今更加关注群众健

康和精神需求，提供智能手环、安装

智慧燃气报警器， 这里的社区服务

越来越精细化。

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韩丽萍

说：“总书记勉励社区工作者‘进一

步搞好为民服务各项工作， 把家园

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这是我们社

区全体工作人员的奋斗目标。 大伙

儿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

（新华社记者陈俊、孟含琪、

马晓成）

本报记者 李远方

� � � �去年 9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

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在方案颁布实施一周年之际，国家

发改委日前召开专题发布会，向社

会通报横琴和前海改革开放的进

展情况，同时系统地介绍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显著

我国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长

江、黄河横贯东西，秦岭、淮河分异

南北，各地区基础条件差别之大在

世界上是少有的，统筹区域发展是

“国之大者”。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

长肖渭明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区域发展相对差距持续

缩小。 2021 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生

产总值分别达到 25 万亿元、24 万

亿元，与 2012 年相比增加 13.5 万

亿元、13.3 万亿元， 占全国的比重

由 2012 年的 21.3%、19.6%提高到

2021 年的 22%、21.1%。 中西部地

区经济增速连续多年高于东部地

区。 东西差距持续缩小，区域发展

的协调性逐步增强。

二是动力源地区引擎作用不

断增强。 2021 年，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9 市地区生产

总值分别达 9.6 万亿元、27.6 万亿

元、10.1万亿元， 总量超过了全国

的 40%，发挥了全国经济压舱石、

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的

重要作用。

三是重要功能区关键作用更

加明显。黑龙江、河南、山东、安徽、

吉林 5个产粮大省 2021 年产量达

到 5607.8 亿斤，超过全国 40%，有

效维护了国家粮食安全。在重点地

区建成了一批能源资源综合开发

利用基地，国内能源供给保障水平

持续提升。

四是特殊类型地区实现振兴

发展。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

决，我国现行标准下近 1 亿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和

12.8万个贫困村全部摘帽。

五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平不断提高。各地义务教育资源基

本均衡， 控辍保学实现动态清零，

东、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生师比

基本持平，生均用房面积差距明显

缩小。 基本医疗保障实现全覆盖，

中西部地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

构床位数超过东部地区。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超过 5.4

亿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超过

13.6亿人。

六是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

均衡。 目前，中西部地区铁路营业

总里程达到 9万公里，占全国比重

近 60%， 交通可达性与东部差距

明显缩小。

七是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

逐步接近。东部、东北、中部与西部

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分别

从 2013 年的 1.7、1.29、1.1 下降至

2021年的 1.63、1.11、1.07。 中西部

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速快于东部地区，东部产业持续向

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

和吸引力不断增加，农民工跨省迁

移数量明显减少。

东北地区经济逐步企稳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国

务院对东北全面振兴作出一系列

重要部署安排。在各方面的共同努

力下，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逐步企

稳 ，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结构

调整扎实推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显著提升，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社

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政策实施成效不断显现。

肖渭明表示，东北地区国家粮

食安全压舱石地位更加巩固。近年

来，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的 1/

5 以上，商品粮量约占 1/4，粮食调

出量约占 1/3。 2021 年，东北三省

粮食总产量达 2889亿斤， 占全国

21.2%， 合计增产达 153 亿斤，对

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 57.2%。

大国重器的产业根基进一步

夯实，持续做好产业结构调整“三

篇大文章”，改造升级“老字号”，加

快推进装备制造业等升级提质，成

功打造国产首艘航母、30 万吨超

大智能原油船、跨音速风洞主压缩

机、“华龙一号” 核反应堆压力容

器、“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等一

批大国重器。

东北地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胜利。截至 2020年，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158.2 万户、427.7 万人全

部脱贫，50 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

摘帽。 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

等保障性安居工程顺利推进，就

业、社保、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全

面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东北三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3 年的 17893 元提高到 2021

年的 30765 元，年均增长 7.0%，让

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共享振兴发展

成果。

“但我们也看到， 东北地区振

兴发展的基础还不稳固，思想观念

和体制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制造

业倚能倚重、 市场主体培育不足、

人才人口流失等问题依然存在，东

北振兴仍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

的关键时期。”肖渭明表示，下一步

将会同有关方面支持东北地区持

续落实好各项政策文件，并根据新

形势新要求，不断完善相关政策举

措，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新成

效。

中西部崛起迈上新台阶

“十年来，中西部地区生产总

值从 22.2 万亿元增加到 49 万亿

元， 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值与东部地

区之比提高了约 5.8 个百分点，区

域发展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 ”推

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

组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黄微波介

绍说， 我国中西部地区包括 18 个

省份，国土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

的 82%、53%， 在全国区域协调发

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截至 2021年底， 中西部地区

铁路里程突破 9 万公里，2012 年

以来新增铁路里程占全国比重接

近 70%； 公路里程超过 350 万公

里，2012 年以来新增公路里程占

全国比重接近 80%； 中部地区大

通道大枢纽、西部地区“五横四纵

四出境”综合运输通道建设加快推

进，区域基础设施通达度、畅通性

和均等化水平大幅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中西部地区特

色优势产业加速发展。西部地区传

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清洁能源、

数字经济等新经济蓬勃发展，电力

跨省区外送占比达到全国 70%以

上，西气东输累计输送天然气超过

7000 亿立方米，惠及 5 亿人口；中

部地区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

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

基地建设成效显著，粮食产量占全

国比重多年稳定在 30%以上，制

造业产值达到全国 1/4。

“同时也要看到，中西部地区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比较突

出， 整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区

域内部发展出现分化， 对外开

放水平有待提高， 基础设施建

设、 社会民生等领域还有不少短

板，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地区崛

起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 黄

微波表示。

■十年来， 中西

部地区生产总值从

22.2 万亿元增加到 49

万亿元， 年均增速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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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 2.2 个百分点，人

均生产总值与东部地

区之比提高了约 5.8

个百分点， 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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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动力源地区引

擎 作 用 不 断 增 强 。

2021 年，京津冀、长三

角、 粤港澳大湾区内

地 9 市地区生产总值

分别达 9.6 万亿元、

27.6 万亿元、10.1 万

亿元， 总量超过了全

国的 40%， 发挥了全

国经济压舱石、 高质

量发展动力源、 改革

试验田的重要作用。

■东部、东北、中

部与西部地区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分别

从 2013 年 的 1.7、

1.29、1.1 下降至 2021

年的 1.63、1.11、1.07。

中西部地区人均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快于东部地区， 东部

产业持续向中西部转

移， 中西部地区就业

机会和吸引力不断增

加。

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