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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新的首都经济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自从有了移动通信，人类就装上了“千里眼”
和“顺风耳”。1G 有了，人们可以在走动中通信，
2G 实现了移动通信的覆盖，3G 带领人们走入宽
带时代，4G让宽带体验更加顺畅，5G在向人们招
手，峰值速率可达 10G 以上，现在 100 秒才能完
成的下载未来只需短短1秒。

“宽带移动通信专项全面支撑了我国移动通
信发展。”宽带移动通信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负
责人、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说，一步
步走来，我国实现了从“2G 跟随”“3G 突破”到

“4G 同步”的跨越，不但产业研发能力显著增强，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而且成为国际标准的制定
者。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4G 网络，
4G 基站总数达到了 249.8 万个，4G 用户总数达
7.34亿户，而5G的研发也已经全面铺开。

从技术空白到全产业链发展

在当今中国，无论何时何地，人们用一部手
机就可以轻松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大部分功能：订
餐、购物、发文件、查信息⋯⋯移动通信基础设施
的建设已经非常发达，为人们开辟了一条互联互
通的“高速公路”，而 80%的上网用户每天通过手
机飞奔在这条高速路上。

很难想象，10年前，我国的3G牌照甚至还没
有发放。据“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
专项技术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介绍，当
第一代移动通信兴起时，我国是空白的，第二代
移动通信 GSM 的时候，我们才逐渐跟随，当第三
代移动通信扑面而来，即便当时立足于跟随潮流
都已然不易，但是我们却为自己设立了“小目
标”：2020 年中国要在移动通信的标准、技术、产
业、应用上成为国际前列。

2008年，我国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
大专项正式启动实施。“当时没有仪表、没有软
件，条件非常困难。但正是这样的一无所有给了
我们一个建立全新产业链的机会。”邬贺铨说。

他们以运营商为龙头，以应用带动系统，以
系统带动设备。拿运营商的网络来检验设备供
应商开发的系统设备是不是满足要求，拿设备供

应商的需求来检验终端提供商的终端是否能够满足，拿终端检验芯片，拿网络
来检验仪表，同时再把软件、天线等薄弱环节带动起来。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
就这样被串联起来。中国的移动通信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政、产、学、研、
用”相结合的道路，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协同推进，专项的实施过程也变成
了一场“大兵团作战”。

专项启动 9 年来，紧跟国际形势、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全面支撑我国
移动通信发展，实现了我国移动通信从“2G跟随”“3G突破”到“4G同步”的跨
越。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创新能力与产业实力明显提升。 （下转第二版）

移动通信高速路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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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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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天的到来，全国两会召开

在即。过去一年来，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走遍广袤大地，深入群

众之中，听民声、集民意、汇民智，形

成众多议案、提案、建议等，为改革发

展建言献策、履职尽责。他们心之所

系，既是发展大计，更是民生冷暖。

他们肩之所负，既有重托，更有期

望。今天起，本报推出“代表委员履

职故事”专栏，追踪他们恪尽职守、深

入调研，形成参政议政意见和建议的

故事。

海阔天空京津冀，激情澎湃新
动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
家战略已有 3 年。3 年来，从中央
到两市一省，聚焦“一张图”，展
开“一盘棋”，上下同心，只争朝
夕，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良好开
局，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3 年
来的实践证明，京津冀协同发展这
一重大国家战略，是中国特色解决

“大城市病”的治本之策，是优化
国家发展区域布局和生产力空间布
局的关键举措，是推动形成新的经
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引擎，是打造中
国新的经济增长极的点睛之笔。从

“ 双 城 记 ” 到 “ 三 城 记 ”“ 多 城
记”，一个多点支撑、轴带相映的
新首都经济圈喷薄而出。

规划体系基本建立
协同发展深入人心

一条绿波荡漾的潮白河，串起
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春风化雨
般改变着京津冀三地群众生活的方

方面面。
“新发地”“大红门”“动批”⋯⋯

一个个北京的老市场，在燕赵大地
获得新生；

京台高速、京昆高速，津保铁
路、张唐铁路⋯⋯一条条“断头路”

“瓶颈路”的打通和一条条城际铁路
的开工，让京津冀互联互通；

京津冀手机漫游费和长途费取
消，三地公交一卡通行，京津高铁有
望月票制，医保异地结算、旅游一张
图、职业资格互认⋯⋯京津冀三地
生活日益同城化，人民群众收获满
满的获得感。

这一切，缘于 3 年前初春的一
次座谈。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
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
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深刻阐述了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推
进思路和重点任务。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了方
向，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
重大国家战略。

协同发展，规划先行。京津冀

协同发展首先是加强顶层设计，打
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增强发
展整体性。

3 年中，《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纲要》审议通过，京津冀“十三五”规
划印发实施，京津冀空间规划编制
完成，交通、生态、产业等 12 个专项
规划相继出台实施。

加强统筹指导，重在细化实
化。3 年来，一个目标一致、层次
明确、互相衔接的规划体系基本建
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实施
强有力的领导，每年将协同发展重
点工作任务分解到三省市和国家有
关部委。

有了顶层设计，统一认识，各方
力量拧成一股绳。北京提出让京津
冀三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天津提出，积极向北京这个中
心靠拢，服务北京，“不求所有、但求
所在、但求所为”；河北省压钢、压
煤、压水泥、压玻璃，壮士断腕，在承
接京津产业转移中接骨重生，在对
接和服务京津中，加快一体化进程，

实现同城化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夯基垒

台、立柱架梁，向全面铺开、纵深
推进的阶段迈进。

抓住“牛鼻子” 非首
都功能疏解有序推进

站在国际视角，“京津冀一体
化”是个了不起的工程。《纽约时报》
称：“这个计划中的特大都市区旨在
重塑华北地区的经济格局，成为现
代城市发展的试验田。这个大都会
圈的面积将是纽约的6倍。”

历史性的工程，关键一步从何
破题？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和基本出发点。

2017 年底，北京四大市级机关
和相关市属行政部门率先搬迁到北
京城市副中心——通州：行政办公
区一期工程全面实施，环球主题公
园开工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景
观提升工程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建
设同步推进⋯⋯

（下转第二版）

国家粮食局 2 月 22 日发布数
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2 月 20 日，东
北三省一区累计收购玉米 6877 万
吨，收购量已超过 70%，其中内蒙古
收购 1012 万吨、辽宁 1413 万吨、吉
林 1824 万吨、黑龙江 2628 万吨，收
购进展好于预期。

农民惜售仍然是制约当前玉米
收购的重要因素。元宵节前后，东北
地区玉米价格出现小幅上涨，部分农
民持粮待售，期盼玉米价格继续上
涨。专家认为，近期玉米价格上涨持
续时间有限，当前至春耕前，玉米供
应压力将逐渐增加，对玉米价格形成
压制。现在天气逐渐回暖，农民手中
余粮发生霉变、坏粮的风险加大，应
该尽快售粮，防止坏粮风险。

运输问题是制约玉米收购的又
一因素。东北地区玉米运输主要靠
铁路和公路，秋粮集中大量上市后，
东北地区一度出现运力不足问题。
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粮食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成
立了粮食调运协调机制，铁路部门保
障东北地区铁路日装车量增加到
3000车，确保有车运粮。目前，黑龙
江、吉林等省为了发挥公路运输作
用，出台了减免公路运输费用举措。

国家粮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后期玉米

收购工作。东北地区各级粮食部门
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统筹
组织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开展市场化
收购。鼓励辖区内玉米深加工企业
和饲料企业多收粮、多加工、备足库
存。督促储备企业释放最大收储能
力，积极入市收购。发挥农发行贷款
主渠道作用，满足中小企业收购资金
需求。中粮、中航、中纺 3 家央企做
到始终在市、均衡收购，在可能出现

“卖粮难”的重点地区和关键时段，要
适当增设收购库点，充分发挥引导和
稳定市场的作用。

深入开展农户售粮储粮的技术
服务。加强对农户庭院储粮的技术
指导，引导农民消除惜售心理，尽量
避免因售粮不及时导致庭院储存玉
米发生霉变、坏粮。对暂时无售粮打
算的农户，应充分利用国有企业和社
会仓储、烘干设施，积极开展代烘代
储等产后服务，帮助农民选棒脱粒，
努力消除坏粮隐患。

继续强化粮食产销衔接和运输
对接。抓好前期已签订产销合作的
合同兑现和协议落实。密切跟踪掌
握粮食企业运输需求，及时向铁路部
门提供真实、准确、具体的需求信息，
配合做好配空和装运。积极与交通
运输部门对接，更好发挥公路、水路
的重要作用。

同时，切实搞好玉米市场监测研
判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趋势性、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并采取应对措施，
严厉查处“打白条”“克扣斤两”等各
类坑农害农和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

东北地区玉米收购超七成，进展好于预期——

当前玉米收购要打好“组合拳”
本报记者 刘 慧

2 月 25 日 ，
X9801 次货物列车
缓缓驶出中欧（中
亚）班列乌鲁木齐
集结中心。

当 日 16 时 30
分，由 30 组集装箱
组成的 X9801 次货
物列车，搭载着汽
车配件、服装和百
货商品，缓缓驶出
中欧（中亚）班列乌
鲁木齐集结中心，
开往哈萨克斯坦阿
拉木图市。这是中
欧（中亚）班列乌鲁
木齐集结中心投运
后，首次开行经由
霍尔果斯出境的西
行国际货运班列。

新华社记者
蔡国栋摄

中欧中欧（（中亚中亚））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
首次开行由霍尔果斯出境货运班列首次开行由霍尔果斯出境货运班列

全国人大代表郑坚江是浙商、
甬商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带领的奥
克斯集团已拥有2家上市公司，如今
正向着千亿级规模迈进。

自 2013 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以来，郑坚江尽心尽力做让人民满
意的代表——4年来，他听取群众意
见、注重实际调查，在人大会议上累
计提交了55个议案，其中有12个已
被采纳或在相关政策法规中体现。
郑坚江代表说，“作为全国人大代
表，我要努力为民营经济发展奉献
正能量”。

郑坚江代表的另一重身份是宁
波市民营企业家协会会长。他多年
如一日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奔走发
声。“民营企业发展依然面临着很多
难题，希望我的建议和呼吁能为破

解难题贡献一份力量。”郑坚江说。
在履职中，他把着力点放在如何破
除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壁垒
上。郑坚江每年参加全国两会前都
要花大量的时间深入企业走访调
研，了解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
先后提出了“培养蓝领为企业所用”

“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呼唤公平的资源政策配置”等议案
或建议。

郑坚江在调研过程中意识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动能转换
的环境下，过去投资、消费、出口三
驾马车对于经济的拉动已呈疲态。
基于对整体经济环境的思考，他提
出“提升行政效能、建设法治环境、
增强企业家信心”的观点。他坚信
只要将中央的各项好政策落实好、

落实细，民营企业家就能增强信念，
实现经济再腾飞。

郑坚江代表说，“民营企业发展
要破壁，必须寄希望于改革的深
化。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只有让
创业创新的企业家们产生更大的获
得感，才能更好地增加全社会的获
得感”。今年两会，他又带来了几个
发展民营经济的议案和建议。他
说：“我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明天充满
信心！”

全国人大代表郑坚江：

为民营经济发展传递正能量
本报记者 郁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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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周年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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