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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实体经济问题广受关注。
怎么看、怎么干？有的地方尽管动作
快，但想法和做法显然比较简单；有
的虽然取得初步成效，但工作力度仍
亟待加大；还有的或是存在认识误
区，或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使得一
些好的政策措施迟迟难以落实。这
些情况值得重视。

掌握好经济工作主动权，需要
“取势”“明道”，然后再“精术”。也就
是说，既要认清当前形势，还要从较
长周期观察我国经济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尤其是明确实体经济的战略方
位，即所谓“明道”，进而深刻认识振
兴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紧迫性、艰
巨性。

这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系
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出现“实体经济是
国家的本钱”“国家强大要靠实体经
济”“把实体经济抓上去”等重要论
断。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对实体
经济的高度重视，源于对我国经济和
世界经济发展的深刻认识和重大
判断。

分析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
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
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

要表现在，实体经济结构性供求失
衡，供给结构严重滞后于需求新变
化，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许多
产品又供给不足，服务也跟不上；金
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大量资
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不仅“脱实
向虚”问题突出，实体经济受到挤压
和伤害，而且金融风险隐患增加。有
些企业热衷于资本运作和各种炒作，
主业不断弱化；有些金融机构片面追
求利润，大搞自我循环、自我膨胀；有
些地方甚至出现“一流企业做金融、
二流企业做房产、三流企业做市场、
四流企业做实业”的现象。

从世界范围看，实体经济自身结
构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

矛盾及其派生的“脱实向虚”等问题，
是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带有共性的问
题。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在这个问题
上吃了大亏，掉入“虚拟化陷阱”。从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英、法等国主
导的“去工业化”一度很时髦，一些

“聪明人”“聪明企业”以美国华尔街
和伦敦金融城为大本营，大搞“以
钱炒钱”的把戏，不但造成虚拟经
济自我膨胀、超常发展，而且诱惑
许多人、许多企业甚至政府部门纷
纷“脱实向虚”。经济虚拟化愈演愈
烈，“去工业化”悄然展开，大量制造
业被当作“夕阳产业”转移到成本低
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本土实体经济严
重弱化、退化。 （下转第二版）

未到北京市顺义区采访，先查相关
资料，两组数据让人眼前一亮——

一组是工业产值。2006年，顺义区
工业总产值突破 1000 亿元，占北京市
工业总量的 1/8；2011 年突破 2000 亿
元，占北京市工业总量的1/7；2016年突
破 3000 亿元，占北京市工业总产值的
1/6强，稳居全市第一。

一组是地区生产总值，“十五”期间，
顺 义 地 区 生 产 总 值（GDP）年 均 增 长
21.4%；“十一五”期间，顺义GDP年均增
长27.4%；“十二五”时期，顺义GDP年均
增 长 10.6% 。 2016 年 ，顺 义 GDP 为
1565.6亿元，稳居北京市各郊区第一位。

蹄疾而步稳。两相对照，不难看出，
正是工业经济每5年1000亿元的“豪放
生长”，支撑了顺义 GDP 连续 15 年两位
数的“超高速”增长。

顺义工业经济何以能保持多年的强
劲势头？工业经济经历了怎样的转型升
级过程？顺义对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实
体经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带着这些
问题，本报采访组赴顺义调研采访。

就地“转身”——
天上掉下个“临空经济区”

说起顺义的工业经济，不能不
提顺义的临空经济区，因为顺义工
业的第一轮快速发展，也就是第一
个 1000 亿元产值突破阶段，正是
顺义创设全国第一个临空经济区
之时。

顺义本来是北京市东北郊的
一个农业县，耕地资源丰富，1000
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平原面积占
95.7%。区域内有大小河流 20 余

条，农业用水旱涝无虞。粮多好酿
酒，北京两个著名酒品牌——牛栏山
和燕京，都出自顺义。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不沿海不靠
边的郊区农业县，顺义的工业经济一
直找不到节奏。时间流转到 2002
年，顺义开始将目光投向首都机场，
规划发展临空经济。

“那时还没有成熟的定义，大家
感到临空经济区就像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概念。”当年临空经济区筹设工
作的参与者、现任顺义区金融服务办
公室主任的周继武回忆说。

2004 年由顺义区与经济日报

社 共 同 主 办 了 首 届“ 临 空 经 济 论
坛”。“论坛需要邀请到相关领域的
专家学者作为嘉宾，这在当时成了
一个大难题。”周继武说，“我们咨询
了多所高校和研究院所都没有找
到。最后从网上查到一篇关于临空
经济的文章，作者是中国民用航空
学院的曹允春教授。”于是，曹允春
成为当年论坛上唯一专家身份的嘉
宾。之后，持续研究临空经济的曹
允春成为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
究所创始人，被称为“中国临空经
济第一人”。

（下转第二版）

咬 定 青 山 不 放 松
——看北京市顺义区如何发展实体经济（上）

本报采访组

坚 定 不 移 把 实 体 经 济 抓 上 去
本报评论员

编者按 前不久，本报刊发的一组

《着力消除振兴实体经济的误区》系列评

论，在社会上引发较大反响。振兴实体

经济是强国之基，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

要任务，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年年提、反复

提的重大要求。近期，我们在广泛调研

基础上做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从今日起

推出《再谈振兴实体经济》系列评论和相

关报道。首期推出的是来自北京市顺义

区的报道。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
为鸟，其名为鹏。从鲲化鹏，知
易行难——需要“水击三千里”
的积累，需要看准“抟扶摇而上”
的风口。今天的中经创业榜推
出的就是一条“大鱼”，一条结束
沉潜扶摇而上的“大鱼”——北
京鱼行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大鱼”创始人姚娜毕业于
文科专业，结束在三家互联网公
司的“沉潜”就职历程后，走上了
用互联网重塑旅游行业供应链
的路——“我们要像大鱼一样沉
潜到海底，从最底部改造旅游产
业的供应链。”

乘着互联网创业的东风，凭
借对海外旅游目的地资源的“众
包式”开发，“大鱼”打造出充满
情感和故事的非标准旅游产

品。潜得越深，浮力越大，“大
鱼”迅速进入“扶摇而上”阶段
——企业办公地点从最初租用
别人办公室里的一张桌子，到拥
有一层写字楼，到拥有自己的独
栋办公楼。

“大鱼”能走多远？我们不
知道，知道的是创业团队的平均
年龄——27岁。

更多“中经创业榜”专

题报道请关注中国经济网

和经济日报客户端

“大鱼”出海记
（详细报道见第四版）

当前，绵延千里的钢铁大动脉
——蒙华（蒙西至华中）铁路正在火
热建设中。

2015 年 8 月，蒙华铁路全线开
工建设，线路始自内蒙古，经陕西、山
西、河南、湖北、湖南，终于江西，全长
1814.5 公里，是世界上一次建成最
长的重载煤运铁路。

蒙华铁路全线建设 700 多座大
中桥，200 多座隧道，横跨黄河、
长江、汉江、赣江和洞庭湖，路基
有风沙地区、浸水路堤、软土、黄
土、盐渍等几十种，途经沙漠保护
区、黄河湿地、南水北调中线干渠
水源保护区、江汉平原湿地保护区
等地区重点“保护区”，地质条件复

杂，施工难度大。
蒙华铁路位于湖北荆州的第 23

标段，有 4000 多米的长湖特大桥
穿越长湖湿地，这里是野生动植物
的天堂，分布有 700 种植物和 600
种野生动物。中铁十四局建设者精
心呵护长湖的一草一木一水，坚持
绿色施工，技术创新10多项，营造
出清水出“长虹”，鱼鸟奏“欢歌”
的和谐画面。

蒙华铁路是中国继大秦铁路、朔
黄铁路和山西中南部铁路以后建设
的又一煤运铁路超级工程。建成后，
将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对华中“中三
角”地区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与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世界一次建成最长重载煤运铁路——

蒙华铁路：纵贯南北新的大“动脉”
本报记者 齐 慧

建设中的蒙华铁路跨汉宜高铁特大桥。 朱家宽摄

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全景图。（资料图片）

21日，随着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
视对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等 15 所中管高校党委巡视反馈情况的
集中公布，十八届中央最后一轮巡视反
馈情况全部向社会公布。

这标志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
视如期完成对省区市地方、中央和国家
机关、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
位和中管高校等5个“板块”的巡视全覆
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首次一届任期内
中央巡视全覆盖。

回望 4 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巡视工
作不断向纵深发展，从2013年5月第一
轮巡视正式启动，到2017年6月最后一
轮巡视反馈结束，12 轮巡视共巡视 277
个单位党组织，对 16 个省区市开展“回
头看”，对 4 个单位进行“机动式”巡视，
实现了党内监督不留空白、没有死角。

巡视监督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尖
兵和利剑作用充分彰显，巡视制度被赋
予新的活力，在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上
实现重大创新与突破，兑现了向党和人
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认识达到新高度
——把中央巡视作为着眼长远的

战略性制度安排，不断完善丰富

“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
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从严治
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党内
监督的重要形式。”

2013 年 4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审议《关于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巡视工作情况的
报告》。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重要”强
调了巡视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十
八届中央巡视工作指明了方向。

回顾巡视工作的发展历程，它始终
都是党内监督的一项战略性制度安排。

1990 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提
出，中央和省区市党委可以根据需要派
出巡视工作小组。1996 年中央纪委第
一次派出巡视组。2001 年，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联合派出巡视组开展巡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建立和完
善巡视制度。党的十七大把巡视制度写入党章。2009年，党中央颁布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成立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将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提升更名为中央巡视组。党的十八大报告
更是明确指出，“更好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严峻复杂
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
大局出发，把巡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4 年多来，中央巡视代表党中央，始终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
进行。 （下转第三版）

高举巡视利剑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
—

十八届中央巡视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