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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区市经济发展呈现更强韧性和更大潜力——

动能转换提速 发展活力增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日 前 ， 全 国 各

省 区 市 陆 续 公 布 了

2019 年一季度经济运

行成绩单，各地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主要

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

区间。

各地加快发展动

能转换速度，特别是

新兴产业持续发力，

推动经济平稳增长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各省区市陆
续公布了 2019 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
单。其中，云南以 10.8%的 GDP 增速继
续领跑，贵州、西藏紧随其后，吉林、天津
GDP增速排名垫底。

记者在梳理成绩单时发现，今年以
来各省区市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开局
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
间，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
坚实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各地发展动能
加快转换，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经济发
展呈现出更强韧性。

多省份跑赢全国增速

今年一季度，我国GDP为213433亿
元，超过2005年全年GDP总量。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6.4%，增速与
上季度持平，增速连续14个季度保持在
6.4%至 6.8%区间，延续了近年来平稳增
长态势。

从各省份公布的成绩单看，今年一季
度共有 10 个省区市 GDP 增速慢于全国
6.4%的增速，北京、广西的GDP增速与全
国增速持平。

其中，在东部地区10个省市中，福建
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 8.2%，领跑东部
地区，处于8.0%至8.5%的年度目标增速
区间。浙江、河北的GDP增速紧随其后，
分别为7.7%和7.4%。上海、山东、海南、
天津 4 个省、市 GDP 增速跑输全国增
速。其中，天津的增速为4.5%，在东部地
区垫底。

中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增速继续跑赢
全国增速。其中，江西省 GDP 增速为
8.6%，快于8.5%的目标增速上限值，在中
部地区领跑。湖北省的GDP为8.1%，紧
随其后。山西的GDP增速为7.2%，在中
部地区垫底，但仍然快于全国增速0.8个
百分点，比江西去年全年增速快0.5个百
分点，比去年同期快1个百分点。

在西部地区中，云南经济增速为
9.7%，贵州增速为 9.2%，西藏增速为
9.1%，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处于领跑位
置。在已经公布成绩单的省区市中，内蒙
古、重庆、青海的增速慢于全国 GDP 增

速，四川、云南、贵州、甘肃、宁夏的 GDP
增速快于2019年全年预期目标增速，内
蒙古、广西、陕西、青海、西藏则慢于2019
年全年预期目标增速。

在东北三省中，辽宁的经济增速虽然
慢于全国 GDP 增速，但比去年全年增速
加快0.5个百分点，在东北三省中处于领
跑位置；黑龙江的 GDP 增速为 5.3%，快
于2019年全年目标增速；吉林的GDP增
速为2.4%，在全国各省份中排名垫底，比
去年全年增速放缓2.1个百分点，但比去
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

发展动力正加快转换

2019年一季度，尽管多数省区市的
GDP增速跑赢了全国增速，但31个省区
市的 GDP 增速均告别两位数增长时代，
表明经济增速换挡仍在进一步持续。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经济增速在换
挡，但各地发展动能转换的速度在加
快，特别是新兴产业作为经济体系中最
有发展活力、最具增长潜力的组成部
分，今年以来持续发力，推动经济平稳
增长。

在北京，创新对发展的驱动力进一步
增强。今年前两个月，中关村示范区规模

（限额）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增
长 12.4% ，其 中 技 术 收 入 增 长 达 到
17.7%。目前，北京全市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金融业、

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对全市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合计超过六成。

天津的经济增速在东部地区虽然排
名垫底，但随着支持工业转型升级的各项
政策举措效果逐步显现，工业投资特别是
工业技改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带动了工业
的转型升级、动能转换。一季度，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6%，比去年同期和
去年全年分别加快 4.5 个和 2.2 个百分
点。其中，智能制造经过近几年的培育，
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中，智能制造企业的占比接近20%，
其增加值占比接近 30%，拉动全市工业
增加值增长2个百分点。

河北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系列三年行
动计划成效显现。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6.8%，高于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8.0 个百分点。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5.5%，同比加快
3.1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
19.7%，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

在中部省份江西，高新技术产业、高
端装备制造业等正引领工业迈向中高
端。一季度，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
产 业 、装 备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13.0%、12.6%和14.8%，同比加快1.9个、
1.6 个和 6.8 个百分点，分别占规模以上
工业的35.4%、21.4%和26.2%。

在河南，随着新动能的培育，新产业
继续壮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
别为8.6%、14.9%，同比分别提高0.7个、
2.9个百分点。

四川省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
增加值增长 9.1%，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
平均水平高1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
器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1.6%，医疗
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13.8%，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长13.7%。

在辽宁，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快速增长，增速达 28.9%，
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19.9个百分
点。从工业新产品看，智能手机产量同比
增 长 66.3%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量 增 长
59.0%，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16.0%。从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看，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总额增长58.1%，其中电子技术产品
出口总额增长1.1倍。

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

去年四季度以来，随着“六稳”政策、
逆周期调节政策陆续推出，逐步落地生
根；加之今年全国两会宣布出台更大规
模、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给市场很
大的鼓舞，促进了市场预期改善和发展活
力进一步增强。

今年一季度，北京市新设企业超过4
万家，增长7.8%。其中，信息服务业和居
民服务业分别增长29.7%和20.4%，反映
出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和服务百姓生活的
企业表现活跃。

天津市从去年以来就密集出台促发
展的政策措施，政策的优惠力度持续加
大。今年以来，天津继续开展“双万双服
促发展”活动，加快落实民营经济“19条”
和32项配套细则，又出台了《天津市引进
民营企业总部认定奖励办法》，同时继续
深入推进“一制三化”审批制度改革，不断
简化审批流程，完善融资担保体系，多渠
道缓解融资难等问题。

通过上述各项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市
场活力有效激发，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与
动力进一步增强。一季度，天津市新增民
营市场主体36.7%，占全部新增市场主体
的99.3%，其中3月份当月增长80.5%。

上海市利用外资规模和能级进一步
提升。一季度，全市新设外资项目数、合
同外资、实到外资分别同比增长 43.4%、
33.7%和20.3%，三大指标共同实现高增
长，上海依然是外资最青睐的投资目的地
之一。以总部经济为主的投资、管理类机
构加快集聚。一季度全市新增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10家，新增研发中心5家；截至
3 月底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680
家、研发中心446家。

在湖南，随着市场预期稳定向好，3
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51911.4 亿元，同比增长 6.5%；本外币各
项贷款余额38732.2亿元，增长15.0%，与
去年同期持平。其中，制造业贷款余额增
长12.9%，同比加快13个百分点。

在河南，新主体继续大量涌现，一季
度新登记企业 7.83 万户，增长 18.7%，日
均新登记企业870户。

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及减税降费等系列利好政策措施逐
步落地，内蒙古全区经济及市场环境不断
得到改善，中小企业发展信心不断提振。
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中民营企业增
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高于全区工业平均
水平3.9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贡献率达74.5%。

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新闻发
布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省委农
办主任、省扶贫办主任顾幸伟介绍了广
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对标三年取得重
大进展硬任务扎实推动乡村振兴的实施
方案》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并对广东
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印发的

《广东省关于深入推进“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的行动方案》作解读。

顾幸伟介绍，去年以来，广东举全
省之力推进乡村振兴，为制定出台《关
于对标三年取得重大进展硬任务扎实推
动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奠定了实践基
础。例如，制定了《关于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提
出“3年取得重大进展，5年见到显著成
效，10年实现根本改变”的目标，形成
了“1+1+N”政策体系“施工图”，其
中省级财政 10 年时间投入 1600 亿元全
面推进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短
板，2018年省级财政乡村振兴资金统筹
安排 616.8 亿元，同比增长 125.9%，规

模历年最大、增幅历年最高，真金白银
加大投入保障。

在扎实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广东
发动社会各方广泛参与，启动“万企帮
万村”行动、“新乡贤”回归工程等，全
省已有 1487 家企业通过结对形式投入
30.2亿元帮扶乡村，一大批乡贤返乡就
业创业参与支持乡村振兴。

顾幸伟表示，《关于对标三年取得重
大进展硬任务扎实推动乡村振兴的实施
方案》明确了今明两年广东“三农”工
作任务清单，广东省关于深入推进“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行动方案则
把任务清单逐项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
成效，为加快建设具有岭南特色的生态
宜居美丽乡村，扎实推动乡村振兴，实
现三年取得重大进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对标三年取得重大进展硬任务
扎实推动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 明确，
今年开始广东将全面实施“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其中2019年重点部署
开展以“三清一改”为重点的村庄清洁

专项行动，到年底所有行政村完成环境
基础整治任务，同时选取 1 个示范市、
20个示范县、120个示范镇、1260个示
范村开展示范创建，以及重点推进沿交
通线、沿边界线、沿旅游景区、沿城市
郊区“四沿”区域环境综合整治，给农
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在发展富民兴村产业方面，去年广
东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农
业产业园、推进“一村一品、一镇一
业”、构建新型助农服务体系、实施粤菜
师傅工程等重要抓手，这些任务在《关
于对标三年取得重大进展硬任务扎实推
动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中将作为硬任
务持续推进落实。同时，该方案还围绕

“扩面、提速、集成”，在深化农村土地
股份合作制改革、加快推动土地流转以
及推动拆旧复垦、水田垦造、留用地安
置、宅基地和农房建设管理等多个方面
重点部署和突破，统筹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等各项重点改革，激发农村内生
动力。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
场硬仗。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在2018年广
东省乡村振兴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认真
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实施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滚动发展
打造 1000 个以上示范村引领带动，用
10年时间全面整治提升全省1.97万个行
政村的人居环境，努力再现岭南山清水
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

此次出台的《广东省关于深入推进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行动方
案》，其总体要求是按照中央要求和广东
省委省政府部署，以万村整治为基础，
以示范创建为引领，以点带面、连线成
片，走有广东特色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之路。一是扎实推进“个十百千”生态
宜居美丽乡村示范创建。二是连线成片
建设岭南特色乡村风貌示范带，到2020
年底基本建成。三是进一步提升省级新
农村示范片和省定贫困村创建水平。四
是全域推进“万村整治”工程。

10年投入1600亿元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

广东全面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本报记者 郑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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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从兰州海关获悉：今年前4个
月，甘肃省对外贸易累计进出口总值 123.8 亿元，其
中，出口总值48.6亿元，进口总值75.2亿元。对“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与“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进出口总额达 66.5 亿元，同比增长
4.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 53.7%，比重提升 4.6 个百
分点。

据了解，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外贸进出口倍增，进
出口总值超过去年全年。今年前4个月，兰州新区综合
保税区进出口11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9.1亿元，同比
增长 2.1 倍。其中，出口 9.3 亿元，增长 2.1 倍；进口
1.7亿元，增长1.4倍。

民营企业快速增长且占比提升。今年前4个月，甘
肃民营企业进出口55.4亿元，增长14.2%，占同期全省
外贸总值的44.7%，比重提升7.3个百分点。其中，出
口42.7 亿元，同比增长17%；进口12.7 亿元，同比增
长5.8%。

加工贸易持续增长。今年前4个月，甘肃加工贸易
进出口33.5亿元，同比增长40.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
27.1%。其中，出口 11.2 亿元，同比增长 3.7%；进口
22.3亿元，同比增长70.2%。

甘肃与“一带一路”国家外贸增速加快

南疆铁路万吨货物列车常态化开行

本报讯 记者黄平、通讯员王爱静报道：2019年
第一批“浙江省企业减负降本政策”日前公布。经测
算，今年可为浙江省企业减负1303亿元，其中落实国
家政策部分897.5亿元，省级政策部分405.5亿元。

据了解，此次浙江省的“减负新政”包含5个方面
共20条减负措施。一是落实一批国家出台的减税降费
政策，共6条措施，主要是下调增值税税率、对小微企
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支持文化企业发展、对农产品
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给予税收优惠、免征创业创新平台
部分税收和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二是实施
一批省级减税降费政策，共6条措施，主要是加大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税费减免力度、加大企业稳岗支持力
度、阶段性降低部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对退役士兵和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给予优惠等。三是降低一批企业用能
用地成本，共4条措施。四是破解一批企业融资难题，
共3条措施。五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主要是通过对
标国际和国家营商环境标准，进一步深化企业开办、施
工许可、要素保障、信贷、纳税、跨境贸易等领域改
革，大幅度减少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这是浙江省自2016年以来出台的第五批企业减负
降本政策，与前四批减负降本政策相比，此次政策充分
向民营小企业倾斜，并在减税方面更明显，确保所有行
业税负只减不增，在降低社保缴费上，更是打出了一套
政策“组合拳”。

浙 江 为 企 业 减 负 1303 亿 元

珠 三 角 水 资 源 配 置 工 程 全 线 开 工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通讯员单小亮报道：粤港澳

大湾区标志性工程——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
大会近日在广州南沙区举行，标志着该工程建设进入全
面开工、全线建设的新阶段。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出台后，粤港澳大
湾区首个开工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该工程以打造
新时代生态智慧水利工程为建设目标，总投资约 354
亿元。

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由一条干线、两条分干线、
一条支线、三座泵站和四座调蓄水库组成，其中包括一
座位于广州南沙的拟新建高新沙水库。工程输水线路全
长113.2公里，设计年供水量17.08亿立方米，总投资
353.99亿元。

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目的，一是解决广州、
深圳、东莞等地生产生活缺水问题；二是解决珠三角东
部区域供水水源单一问题，并为香港、广州番禺、佛山
顺德等地提供应急备用水源；三是解决挤占东江流域生
态用水问题；四是为粤港澳大湾区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
战略支撑。

本报讯 记者马呈忠、通讯员吴奇报道：日前，伴
随着响亮的汽笛声，一列编组 101 车、全长约 1.6 公
里，满载着钢材与杂货的 W82523 次列车驶出库尔勒
站，宣告南疆铁路正式进入万吨重载运输时代。

“南疆铁路万吨列车实现常态化开行，能够有效提
高线路的通过能力。”库尔勒车务段副段长王英瑞说，
万吨列车由两列5000吨左右列车组成，中途中间站不
停车。回程空车采用百辆空车组合的方式开行，形成往
返高效运行万吨、百辆运输模式，是南疆铁路运输组织
模式的重大创新和突破。

目前，南疆货物运输分别由库尔勒货运中心、喀什
货运中心负责。2018年发运量达到2450万吨。特别是
作为保障南疆群众供暖供电的保供煤，因铁路运输能力
增加，2018年发运量达到了947万吨，较2017年增加
了421万吨，全力保障了南疆地区冬季供暖供电。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组合万吨列车来自疆内外多个方向，并在库尔
勒、阿克苏等站点实施多点开行，以解决因线路施工和
增开列车造成通道能力紧张问题，实现客货列车畅通运
行。南疆实现常态化开行万吨货物列车，将有效促进铁
路运能充分释放，助力南疆打赢蓝天保卫战和精准扶贫
攻坚战。

工人在河北滦南县一家游艇配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作。近年来，河北省滦南县
通过民营企业优化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