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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底，横跨潮白河的燕潮大桥正式通
车，住在燕郊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天上下班
的路通畅了许多。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5年来，河北省充
分发挥区位、空间、交通、产业优势，加快构建以
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多节点、网格状、全覆盖的交
通网络，精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
转移，打造发展平台和载体，产业承接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在此落户，河北
在新时代“赶考”路上行稳致远。

从北京新发地市场搬迁到高碑店的商户
王景远目前已在高碑店、涿州、张北累计发展
了 2500 亩种植基地，年产蔬菜 8000 多吨。高
碑店新发地是北京农批产业疏解的首个项
目。经过 3 年多运营，高碑店新发地疏解北京
商户 6200 多户，去年实现交易量 800 万吨、交
易额 410 亿元。据统计，河北新发地已在河北
省发展产销直接对接的果蔬种植基地上百万
亩，覆盖河北省80%的县市。

2016 年 10 月 18 日，北京现代沧州工厂正
式竣工投产。这个被冠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实施以来单体项目体量最大、建设时间最短等

多个头衔的重大项目，因其投资规模、产业带动
作用、智能化程度，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
标杆。

合资汽车企业北京现代的入驻，其辐射功
能和带动力为沧州打开了快速增长的引擎。围
绕着北京现代沧州工厂，整个沧州的汽车产业
上下游产业链集群已经快速形成规模。2017年
和2018年，沧州市汽车及相关产业实现增加值
分别增长21%、44.5%。2022年，沧州开发区汽
车产业集群可达到千亿元级。

借力发力，河北在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产业转移的同时，坚持改革创新，破除
体制机制障碍，给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
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由5年前的11.9∶52∶36.1
调整为2018年的9.3∶44.5∶46.2，服务业跃升为
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
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 10.1 个百
分点。

除了交通和产业，京津冀环保联防联控联
治力度也在持续加大。河北拿出壮士断腕的勇
气，坚持科学治霾、协同治霾、铁腕治霾，坚定不
移化解过剩产能。2018年，河北省蓝天保卫战

取得明显成效：全省平均优良天数为208天，同
比增加6天，空气质量为6年来最好。

绿色在扩展、蓝天在增多、河流在变清，京
津冀携手防治污染、共护碧水蓝天，构建起共建
共享、标本兼治的生态保障机制，为永续发展奠
定坚实根基。京津冀交通、产业、生态环保三个
重点领域深度协同，发展优势不断叠加。

随着公共服务、共享共建的深入推进，百
姓获得感不断增强。“我感觉自己很幸运。”承
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大一学生张山说。2018
年，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237名新生，在天
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参加了一场特殊的入学
典礼，张山就是其中一员。作为天津对口支援
承德建设高等职业院校的受益者，他们要在天
津完成一年的学习，享受天津优质的职业教育
资源。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效既写在经济社会
发展的成果上，也写在人民群众的笑脸上。从
医疗、教育，到社保、民政，京津冀近年来签订
了一系列协同发展合作协议。随着一个个合
作成果落地，区域难点、民生痛点逐步得到
解决。

协 同 发 展 绘 宏 图
——河北在新时代“赶考”路上砥砺奋进

□ 本报记者 陈发明 宋美倩 通讯员 李保健

本报北京5月26日讯 记者韩秉
志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经对
全国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经营性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全年
营业总收入达到 1.77 万亿元，同比增
长22.69％，连续3年保持20％以上的
年增长率。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共有各类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共计 3.57 万家，比上
一年增加5541家。其中，公共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5180家，比上一年减少79
家；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30523
家，比上一年增加 5620 家。2018 年，
全国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 329 万
家用人单位提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
务，同比增长 27.52%；举办培训班 37
万次，同比增长 15.63％；高级人才寻

访（猎头）服务成功推荐选聘各类高级
人 才 168 万 人 ，同 比 增 长 29.23％ 。
2018 年，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帮
助 2.28 亿人次实现就业择业和流动，
为3669万家次用人单位提供了服务，
同比分别增长12.52％、15.02％。

数据还显示，2018年，各类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共设立固定招聘（交流）场
所3.19万个，同比增长48.51％；建立人
力资源市场网站 1.33 万个，同比增长
10.61％。此外，2018年全国各类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举办现场招聘会（交流会）
23.48万场，同比增长5.29％；现场招聘
会提供岗位招聘信息1.14亿条，同比增
长9.37％；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
网络发布岗位招聘信息3.60亿条，同比
增长16.84％；通过网络发布求职信息
7.29亿条，同比增长16.29％。

2018年营业收入1.77万亿元

人力资源服务业连续3年高增长

曾伟，又名曾天斛，1912年出生于
广东省惠阳县（现为深圳市坪山区）。
曾伟自幼受革命影响，21 岁进入广东
虎门要塞司令部政训处当干事，随后带
职进入广东燕塘军校接受训练。1935
年，曾伟参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1942 年，
曾伟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
国民主同盟）。同年春，国民党反动派
密令逮捕曾伟，他被迫流亡桂林，一面
卖文为生，一面学习马列主义。

1944年，日寇进犯湘桂，曾在“一二
八”淞沪抗战中战功显赫的前十九路军
名将张炎将军决意回到家乡广东南路组
织旧部，发动民众抗战。曾伟闻此消息，
在民盟组织的支持下，毅然告别临产的
妻子，前往吴川协助张炎策划武装起义，
发动民众组织“南路人民抗日军”。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
派加紧对粤南人民武装扫荡。曾伟奉命
疏散到澳门，后转赴香港，担任《人民
报》及《中华论坛丛刊》编辑。

1949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
江战役前夕，农工民主党上海市组织遭

到严重破坏。29 日，曾伟不顾个人安
危，由香港赴上海，为上海解放添力量。

4月5日，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党部
委员刘启纶来沪，与农工民主党华东局
领导人在山阴路恒盛里47号研究策动
芜湖、太湖地区国民党军队起义一事。
会后曾伟和虞键在路上边走边谈，商量
工作，不幸被国民党鹰犬侦悉，被军警
抓获。5 月 21 日，距上海解放仅 6 天，
曾伟和虞键、刘启纶等人一起被押往宋
公园（今闸北公园）刑场，壮烈牺牲。

文/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据新华社电）

曾伟：为人民解放事业赴汤蹈火

姜化民，1903 年出生于江苏沭
阳。五四运动爆发时，姜化民正在南京
钟英中学求学，在新思潮熏陶下，他立
志 救 国 救 民 ，参 加 各 种 革 命 活 动 。
1927 年北伐军进入沭阳，建立了国民
党 县 党 部 ，姜 化 民 任 县 党 部 干 事 。
1928年1月6日，进步青年与当地土豪
劣绅、国民党右翼展开“夺帅印”的斗
争，姜化民也参与其中。

1929年底，反动政权以“共产党”和
“改组派”（指国民党内反蒋派）的罪名，
把姜化民等进步青年关进苏州市监狱。
1930年春，姜化民被释放回原籍沭阳。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姜化
民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宣传抗日上来。
同年 12 月，姜化民等进步青年决定赴
延安找共产党，北上抗日。在八路军西
安办事处的介绍下，姜化民进安吴堡青
训班学习两星期，结业后分配去武汉。
他还就当时战局发表《论和战》一文，严
厉驳斥投降派的谬论。

1945年，姜化民到上海，并于1946
年加入民主建国会。同年11月民建上
海分会成立，姜化民为分会理事。1947
年7月，中共上海纺织系统党的秘密外

围组织“中国纺织事业协进会”成立，姜
化民积极参加组织的各项活动。

1949年5月，因叛徒告密，姜化民
等被特务逮捕。面对特务的一次次审
问，他泰然自若，被皮鞭抽打、上电刑、
坐老虎凳，他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5
月20日，姜化民等14位革命志士被枪
杀于闸北宋公园（今闸北公园）。

上海解放后，经市人民政府查明：
姜化民系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战胜利
后，他来上海是接受中共华中局交付的
任务，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上海市人民
政府追认姜化民为烈士。

文/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据新华社电）

姜化民：忠于理想 坚贞不屈

近期我国水果价格持续上涨，引发各方关
注。近日，李克强总理在山东考察途中，临时停
车走进一家水果店，询问水果涨价情况和原因，
指出要采取适当措施，保障与群众生活密切相
关的水果等产品供应充裕、价格合理。

针对当前水果价格的波动和供应保障问
题，经济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涨价主因是短期供应偏紧

“近期水果价格明显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清
明、端午节日消费拉动以及市场供应偏紧。”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农业产业安全团
队副研究员武婕表示。

4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批
发均价每公斤6.28元，环比上涨5.9%，同比上
涨12.3%，已经来到2015年6月以来最高点。

武婕告诉经济日报记者，4月份，本产季丰
收的柑橘属水果已经逐渐退市，而北方时令水
果尚未大量上市。市场供应主要依赖存储类水
果和南方时令水果。分品种来看，苹果、梨等存
储类水果由于去年减产，库存持续同比偏低，所
以价格呈明显上涨势态。南方时令水果方面，
广东荔枝受暖冬天气、周期性小年和盛花期降
雨影响，减产明显，价格偏高；西瓜产新地区供
应逐渐增多，但尚不能大量上市；香蕉由于供应
产地更替至海南，供应稳定，价格逐渐趋稳。

那么，今年后市水果价格会持续高企吗？
武婕表示，南北方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前，预

计苹果、梨的价格将进一步上涨。5月底以后西瓜
产新地区不断增加，预计价格会逐渐过渡到季节
性下降通道。荔枝、龙眼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产量
下降，价格将明显上涨。香蕉海南产区大量上新，
因没有替代水果冲击，供需平衡，价格稳定。7月
份以后，随着夏季时令水果种类增加，市场总供
给量也会明显加大，除了供给量不大的少数水果
外，全国水果整体价格将趋于下降。

全国水果产需总体平衡

长期来看我国水果供应有保障吗？
武婕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从水果生产角度看，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

水果生产国。水果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
之一。近5年来，在较高的比较效益推动下，中
国水果种植面积波动增长，水果总产量也呈现
波动增加态势。2014 年至 2015 年，中国水果
总产量从 2.33 亿吨增加至 2.45 亿吨，2016 年
小幅下降至2.44 亿吨，2017 年至2018 年又从
2.52亿吨增加至2.61亿吨。从品种产量来看，
柑橘、苹果、梨、葡萄、香蕉作为主要水果品种分
别 占 总 产 量 约 20.4% 、17.3% 、6.8% 、6.3% 、
5.2%。以山东、河南为代表的华东、华中地区
作为我国第一、第二大水果产区，水果产量占全
国总产量的约23.5%和16.3%。

从消费角度看，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水果
消费国，全国水果消费稳步增长。据估算，
2018 年中国人均水果直接消费量为 82.3 公
斤，国内水果直接消费量为 1.15 亿吨，水果加
工消费量 3100 万吨。综合来看，人均消费量
稳中有增，同时随着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不
断升级，人们对水果的安全、营养、便捷和多样
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水果消费更加趋向于优
质、特色、品牌产品。国内水果加工业规模不
断扩大、加工工艺不断提高也拉动了加工消
费，2018 年水果加工消费量与上年相比增长
了10.1%。

“近年来，国内水果消费需求持续扩大，
产能也在扩大。2018 年国内消费总量约为

2.53 亿吨，全国水果总产量约 2.61 亿吨，国内
水果市场供需总量基本平衡。”武婕说。此
外，水果进出口保持稳步增长。2018 年，中
国水果及制品进口量 592.48 万吨，进口额
84.16 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分别增加 24.8%和
34.5%；出口量 509.68 万吨，与上年相比减少
2.0%，出口额 71.57 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1%。

武婕预计，2020 年，全国水果产量为 2.76
亿吨，国内水果消费总量将达2.62亿吨；2025
年，全国水果产量将达 3.05 亿吨，国内水果消
费总量将达2.95亿吨；2035年，全国水果产量
将达 3.32 亿吨，国内水果消费总量将达 3.21
亿吨。总体看，我国水果产需基本平衡，略有
盈余。

稳价格需要加快产业升级

蔬菜水果价格走势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关心
的热点问题。近年来，部分水果、瓜菜价格大起
大落现象频繁上演，不仅扰乱了人民生活消费，
也冲击了行业生产。而防控风险，让水果价格
在合理范围内波动，则有赖于尽快实现产业
升级。

“水果种植风险较大。自然灾害、价格波
动、质量安全，诸多风险分散于产业的不同环
节，借由产业链进行传导和汇集，如经长时间累
积或突发事件触发，行业将遭受沉重打击。”武
婕说。

我国水果种植多为果农分散经营，生产经
营组织化程度低，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突
出。水果产品从农户到消费者历经多个中间环
节，抵御风险能力弱。比如，果农分散经营，导

致跟风种植，较易导致供大于求、价格暴跌、果
农亏损，价格暴跌又会导致跟风减产、供给不
足、价格暴涨。

此外，武婕告诉记者，我国水果供给虽然总
量充足，但供给结构不合理。大宗品类如苹果、
梨、香蕉、葡萄等供给较多，特色品类如大樱桃、
百香果、火龙果等供给较少。另外，品种熟期结
构不合理。同类水果集中上市且同质化问题严
重，结构性滞销时有发生，影响农民增收、产业
稳定发展。

“水果卖难时有发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我国水果大多欠缺品牌效应，以致产量高、价
值低。”武婕说，比如我国苹果产量居世界首位，
但出口量和出口价格均处较低水平。出口地主
要限于俄罗斯和东南亚地区，向欧美发达国家
出口的鲜苹果数量很少。近年来，随着出口放
缓，进口不断扩大，中国水果贸易格局由顺差转
为逆差。

有鉴于此，我国水果行业宜尽快优化品种
结构和区域布局、发展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加强
品牌建设、打造现代果业产业链体系。比如在
优化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方面，武婕建议有关
部门综合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消费升级发展
趋势、产业发展基础、区域资源禀赋等因素，充
分挖掘和发挥水果产业比较优势与区域比较优
势，分类推进大宗优势品种、特色差异化品种的
发展，协调鲜食与加工比例，合理搭配早中晚熟
品种，推进各类水果向优势产区和适生区进一
步集中，突破大宗品种差异化程度低以及小宗
品种多而杂的局面。同时，调整优化内部品种
结构，提升产品均衡上市能力，开发差异化、个
性化品种，突出品质提升，适应国内市场升级
化、多样化需求和出口需求。

水果供给有保障价格将趋稳

上图 5 月 25 日，江苏
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石梁河镇
帕蒂亚葡萄庄园内，游客在
温室内采摘葡萄。东海县温
室葡萄采用现代化种植技
术，比传统种植模式的葡萄
提前近一个月上市。

张开虎摄（中经视觉）
左图 5月25日，四川巴

中市巴州区曾口镇秧田沟村水
果种植基地，加入蔬果种植合
作社的贫困户正给圆黄梨套
袋。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维吾尔族，
1914 年 4 月出生，新疆伊宁人。少年
时，他随舅舅到苏联谋生，1936年夏进
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受到马列主义
思想教育，1942 年 6 月回到伊宁从事
秘密工作。1943年12月，他被国民党
新疆当局逮捕入狱，1944年10月获释
后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到伊宁。

1944年11月，阿合买提江·哈斯木
先后在新疆三区任报纸编辑、“临时政府”
秘书、军事科科长等职，后进入新疆三区
最高领导层并被推为谈判代表，同以艾力
汗·吐烈为首的新疆三区内部民族分裂势
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最终，他掌握了新疆
三区同国民党中央政府进行和谈的主导
权，以及新疆三区的最高领导权。

1946年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
成立，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出任省联合
政府副主席。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
保证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团结。”新疆省
联合政府破裂后，他从迪化返回伊宁，
继续领导新疆三区的各项工作。

1948 年 8 月 1 日，阿合买提江·哈
斯木在伊宁主持成立“新疆保卫和平民

主同盟”（简称“新盟”）时，毅然决定采
用“新疆”这一名称。

为进一步反省和纠正新疆三区在
国家和民族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他
领导“新盟”在新疆三区范围内进行思
想整顿，强调新疆各民族一律平等。

1949 年 8 月 23 日，应毛泽东主席
邀请，他从伊宁取道苏联赴北平（今北
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27日，因乘坐的苏联飞机在
苏联外贝加尔湖地区上空失事，不幸遇
难，时年35岁。

文/新华社记者 刘 兵
（据新华社电）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奋斗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