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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11日讯 记者吉蕾蕾从国家邮政局获悉：改革
开放40年来，我国邮政体制改革释放巨大红利，百姓用邮、用快递越
来越便利。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快递网点乡镇覆盖率达
到87%，基本能够满足6亿农村人口的快递服务需求。2018年，全
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进一步提升，目前已超过90%。

“昔日的老邮政已经成为新经济的代表和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
要力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沈鸿雁表示，2017年，快递直接支
撑制造业产值2375亿元，带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超过6000
亿元。年支撑跨境网络零售额超过千亿元，支撑网络零售额超过5
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重超过15%。快递业对消费增长的
贡献率超过30%，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率超过20%。

金秋季节，黑龙江17.5万平方公里的三江平原、
松嫩平原上，正呈现一幅雄浑壮美的丰收图景。“中华
大粮仓”黑龙江省农业演绎了“十四连丰”的传奇，其
中，粮食总产连续5年稳定在1200亿斤以上，连续7
年产销量居全国首位。

今年黑龙江增产增收，金融助农功不可没。在
黑龙江省友谊县，合兴粮油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秉义对农发行助农贷款赞赏有加。为顺应粮食收储
政策改革，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及时落实粮油信贷
资金，为企业提供了1亿元贷款额度，帮助企业仅用
22天就收购了8.46万吨玉米。农发行友谊县支行行
长李长军表示，他们采用粮食信用保证基金贷款模
式，企业出资一定额度缴纳到省政府在农发行黑龙
江分行的专户，农发行放大10倍杠杆提供授信。友
谊县目前5户市场化收购企业已申报额度2.1亿元。

增产增收，还得益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近两
年黑龙江省玉米种植面积调减3000多万亩，同时力

推蔬菜产业发展。哈尔滨市农委发布了蔬菜产业发
展扶持意见，提出对符合扶持条件的蔬菜产业项目
给予补贴。今年，哈尔滨市蔬菜面积增加4.2万亩，
达到94万亩，设施蔬菜播种面积增加到30万亩。食
用菌发展到22.3亿袋，瓜果类种植面积新增4万亩，
发展至17.9万亩。

增产增收，抗灾措施的保障也必不可少。今春以
来，受降雨偏少、江河来水偏少等因素影响，黑龙江省
旱情较重。面对旱情，黑龙江派出抗旱工作组赴旱区
实地踏查，调度丰满水库、尼尔基水库、大顶子山航电
枢纽、莲花水电站加大下泄流量。各受灾市、县组织
群众增打抗旱补水井、启动灌溉设备、开展渠道清淤、
二级导水等措施，努力扩大抗旱浇地面积。全省累计
投入抗旱资金2.32亿元，出动抗旱人员33.2万人，投
入机电井9.7万眼、机动抗旱设备4.9万台套，出动机
动运水车辆7.23万辆，抗旱浇灌面积284万亩。

节水农业见成效也是增产增收的重要因素。黑
龙江省今年出台《关于做好农业节水工作的意见》，
传统旱作区和旱田经济作物区加强高效节水灌溉工
程建设，水田区加强水稻节水控制灌溉技术推广，同
时做好输水环节、田间环节、管理环节的节水工作，

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
在安达市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的玉米示范田

里，采用膜下滴灌节水技术的玉米长势良好。对膜
下滴灌的优势，当地归纳为3点：一是高产。亩保苗
比常规灌溉多千株以上，可增产玉米千斤。二是增
收。常规灌溉，每亩玉米纯收入约400 元。膜下滴
灌，扣除成本后，每亩纯收入 1400 元，增收 1000
元。三是节水。经测算，膜下滴灌耗水量仅为喷灌
的二分之一、漫灌的七分之一。

在“2018中国延寿新米节暨延寿大米区域共享
品牌发布会”上，记者看到，今年延寿创新推出“鲜米
专属定制”产销模式，消费者可定制地块、品种、产
品。水稻生长全程可视、产品可追溯。目前，延寿县
已与全国多家知名稻米加工企业开展定制合作。发
布会现场，2位稻米加工企业经理于万春和崔恕率先
认购“鲜米专属定制”001、002号地块。

今年黑龙江不仅粮食再获大丰收，而且全省先
后建立612个绿色有机水稻“互联网+”高标准示范
基地，集中连片，渠系配套，设施完善，全省近200万
亩水稻实现生产全程可视，提高了产品的标准化品
牌化水平，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新的空间。

近年来，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生产
结构优化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的基础
性作用增强，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不过，由
于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往
年同期相比明显放缓。有人认为，这是“消
费疲软”和“消费降级”的表现；更有网友把
某品牌榨菜利润大幅增长、某网购平台“走
红”作为“消费降级”的“证据”。

其实，所谓“消费疲软”和“消费降级”的
论调，是与当前事实和走向预测不相符的。

从消费的规模扩张看，当前我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规模已经十分庞大，单月规模
已超3万亿元，在这样的高基数下，增速不可
能长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而且，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只是反映最终消费支出中实物
商品消费的重要指标，并不能反映最终消费
支出中的服务消费部分。

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
众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商品和服务供给体系
逐步升级，消费结构必然相应改善，消费升级
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国际经验表明，在
解决温饱问题后，城乡居民一般会从基本的
吃穿消费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倾斜。

拿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来说，吃穿
用等传统消费加快提质升级，各地超高清电
视、智能手机、智慧家居用品、绿色家装材
料、汽车等升级类商品销售红火；新兴消费
亮点纷呈，旅游、看电影、观演出、逛博物馆、
泡图书馆等逐渐成为节日消费新时尚。这
些变化既是消费升级的缩影，也是驳斥“消
费降级”论调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由此可见，把个别商品的热销作为判断消费降级或升级的依据，
是不科学、不严谨的。消费变化反映的是总体消费水平和发展趋势，
不是通过研究个别商品销售状况就能得出结论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
仍然比较突出，重点领域消费市场还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
多样化消费需求，监管体制尚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
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机制还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
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改善。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应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顺应居民消费提质转型升级新趋势，依靠改革创新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实行鼓励和引导居民消费的政策，从供需两端发
力，积极培育重点领域消费细分市场，全面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不断
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引导形成合理消费预期，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发
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直被称为大上海后花园的“小苏州”，以占全
国 0.09%的土地面积和 0.7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
2.1%的地区生产总值，外贸进出口值占全国的比重
达7.7％，居全国城市第四位。

从“苏南模式”到“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再到
“园区经验”，一路走来，苏州这座熔古铸今的“奇迹”
之城，用40年时间完成了由一个小桥流水人家的古
城到现代化大都市的变迁。

敢为人先——
乡镇工业异军突起

苏州的改革开放之路，始自乡镇工业。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苏州大
地上率先登场的是由一群“泥腿子”兴办的一批社办企
业、队办企业，并以其“离土不离乡”的运作模式吸纳了
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迅速解决温饱的同时也拥有
了一大批具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

1976年，常熟白茆镇，24岁的村民高德康靠着
从父亲那儿学来的裁缝手艺，带着11个农民，成立
了一个小小的缝纫组。42年后，当初只有8台家用
缝纫机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的缝纫组，变成了知名
品牌“波士登”，产品远销美国、法国、意大利等72个
国家和地区，全球消费者超过2亿人次。

1988年，昆山陆家镇，向教师集资18万元成立

的校办工厂因产品大量积压濒临倒闭。在校办工厂
的员工会上，宋郑还在一块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我
是第一，因为我可以是第一。”今天，好孩子儿童用品
有限公司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儿童用品公司及中国
最大的母婴产品分销和零售平台。

1991年，吴江七都镇，年轻的转业军人崔根良
临危受命，要把一个濒临倒闭的镇办农机厂起死回
生，亨通集团由此发轫。如今，亨通集团也已成长为
服务于光纤光网、电力电网、金融和大数据互联网等
领域的创新型企业集团。

就这样，“小苏州”在“走千山万水、访千家万户、
道千言万语、吃千辛万苦”的“四千四万”精神中迅速
发展壮大，把“乡土苏州”推上了一条强筋壮骨的工
业化发展之路。当改革开放迈过第一个十年，乡镇

企业创造了苏州 60%的 GDP、70%的财政收入和
80%的就业岗位，一大批欣欣向荣的小城镇在苏州
拔地而起。在乡镇企业的大力推动下，1990年，苏
州的GDP迈上了200亿元的台阶，比1980年的41
亿元增长了4倍，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工业化初具形
态，稳居江苏第一经济大市。

抢抓机遇——
园区经济成特色

1992年1月，56岁的秦振华破格担任张家港市
委书记。上任后，他提出两句话：一句话是“三超一
争”，即“工业超常熟，外贸超吴江，城建超昆山，各项
工作争第一”；另一句话就是后来叫响全国的“张家
港精神”。 （下转第二版）

黑龙江粮食总产连续5年稳定在1200亿斤以上，连续7年产销量居全国首位——

黑土地铺展丰收新图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倪伟龄

苏州苏州：：熔古铸今的熔古铸今的““奇迹奇迹””之城之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薛海燕薛海燕 蒋蒋 波波

2017年5月9日无人机拍摄的苏州工业园区夜景。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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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超过90%

10月9日，2018年全国双创活动周在成都正式
启动，这也是“双创周”首次将主会场放在西部举行。

作为本届“双创周”主会场，近年来，成都市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系统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
式加快形成。近3年，成都市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
长11.5%，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均增长18.8%；
各类市场主体年均增加35万余家。2017年，全市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接近1万亿元。

打开“闸门”，创新活水喷涌而出

以 2015 年为界，之前 5 年，西南交通大学只有
14项专利转让、许可，之后1年多，就有168项专利完
成了分割确权和转让许可，16家高科技创业公司成

立，带动社会投资10多亿元。
巨变来自于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

革。近年来，成都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打通基
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链条，构建起
以高校院所为基础、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
学研用协同、军民深度融合的城市创新体系。

针对科技创新、科技转化的“痛点”和难点，成都
市制定出台相关政策，探索“早确权、早分割、共享
制”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改革充分
考虑了发明者个人和所有者集体的利益，调动了双
方的积极性，使以前“锁在抽屉里”的成果得以转化
并产生社会经济效益。

改革犹如打开一道关闭已久的“闸门”，创新活
水喷涌而出。截至今年7月，该项改革试点已拓展到
20所高校院所，超过400项职务科技成果成功实现
分割确权，作价入股创办高新技术企业 60 余家，带
动社会投资过百亿元。

伴随着科技创新源头供给的增强，成都市依托
高校院所优势学科、龙头企业优势资源，规划建设了
环川大知识经济圈、电子科大“一校一带”、环西南交

大智慧城等 10 个环高校知识经济圈，带动高校、院
所和社会资本投入超过10亿元；与清华大学等知名
高校、院所、企业签约项目227个，预计后期拉动社会
投资超过1500亿元。

与此同时，随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民参军”机
制创新和“军转民”开放创新同步展开，军民科技协同
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和成果双向转化，技术、产品、资
本、人才相互融合，为创新创业带来强劲的活力，全市
实施军民融合产业重大项目71个，总投资超过900亿
元。军民融合产业正成为全市经济新的增长点，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937亿元，增长13.4%。

精准施策，着力优化“双创”环境

3年多前，正在电子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王
军敏锐地发现大数据风头正劲，在学校和导师的支
持下，他边学习边创业。今天，他所创办的成都知数
科技公司已成为多家金融机构的合作伙伴，公司估
值超过2亿元，先后获得3000万元融资，预计今年营
业收入可达2000万元。 （下转第二版）

成都努力打造“双创”升级版
本报记者 钟华林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石油资产总额达到4.1万亿
元，当年实现营业收入2.34万亿元，同比增长25%。改革开放40年
来，中国石油资产总额和销售收入分别增长近1000倍，国有资产
实现翻番式的保值增值。 （详见第十一版）

左图 改革开放前，我
国石油工业十分落后，自动
化程度低，设备安装需要肩
扛手挑。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石油资产增长近千倍
右图 改革

开放40年来，我
国石油勘探、开
采 水 平 大 幅 提
升，先进的技术
和装备确保了高
产稳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