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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湖北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94万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215倍，
年均增长8.5%。湖北从一穷二白、温饱
不足到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
跨越，印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
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恢弘历
史。”6月19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
行的发布会上，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说。

发布会上，蒋超良与湖北省省长王
晓东，围绕“长江经济带建设与湖北高质
量发展”介绍了相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王晓东说，中部发展“势头正劲”，湖北
的发展“颜值”高、“气质”好。

实现五大成就

发布会上，蒋超良向中外记者介绍
了湖北省5大成就。

“芯”“光”灿烂，激活创新创造新引
擎。2001 年，中国光电子产业基地落
户武汉，武汉光谷诞生。如今仅光线光
纤就占据全球25%市场份额。2018年，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6653亿元，
比1996年增长92倍，综合科技创新水
平从2013年的第12位上升到第7位。

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主要有3
个特点：一是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三次
产业结构实现了从“一三二”到“三二
一”的历史性转变；二是区域发展更趋
协调，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落实落
地，涌现出一批新兴节点城市；三是基
础设施日益完善，高速公路基本实现县
域全覆盖。

建设人水和谐新生态。湖北深入实
施长江大保护和绿色发展“双十工程”，
取缔各类码头1211个，清退岸线150公
里，岸滩复绿1.2万余亩，关改搬转沿江

化工企业115家。
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沙市城市

经济体制改革开创全国先河，武汉“两
通”起飞打开内陆开放大门，湖北自贸
区打造内陆开放新标杆。进出口总值
由 1953 年的 0.82 亿美元到 2018 年的
528亿美元，增长643倍。

民生事业取得新成就。湖北坚持
五级书记抓脱贫，尽锐出战打好脱贫
攻坚战，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2014 年以来，全省累计减贫
490.7 万人，年均减贫近百万，贫困发
生率由14.4%降至2.4%。

做好三篇文章

蒋超良表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要按照中医的办法做好三篇文章。

第一篇是固本培元，做好生态修
复。湖北实施长江防护林建设、水土流

失治理、河湖湿地保护等一批生态重大
工程，把全省22.3%的版图面积纳入生
态红线保护范围，4230 条河流、755 个
湖泊实现河湖长制全覆盖，长江绿色生
态廊道正在形成。

第二篇是祛风驱寒，抓好环境保
护。湖北已经做了4件事：一是壮士断
腕破解“化工围江”；二是堵疏结合推进

“三非”（长江岸线的非法码头、非法采
砂、非法排污）整治；三是留白增绿修复
岸线生态；四是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
大保卫战。

第三篇是壮筋续骨，推进绿色发
展。湖北省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路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筑
牢绿色发展底盘，推进集成电路等 10
大重点产业发展，滚动实施“万企万亿
技改工程”，工业技改投资超过5000亿
元，谋划绿色发展重大项目91个、总投
资1.3万亿元。

经济发展持续向好

今年一季度，湖北经济增长8.1%。
1月份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9.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7%，进
出口总额增长15%，城镇登记失业率仅
2.49%。

为何湖北经济发展“稳”的格局更
加巩固，“进”的态势不断向好？王晓东
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时说，要归功
于3方面举措：

——坚定不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湖北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
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
攻方向，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发展
先进制造业，加强质量品牌建设。

——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湖北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取得明显进展，精准
脱贫取得决定性胜利，污染防治取得更
大成效，为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创造
了条件、提供了动力。

——大力推进“三量并进”。一是
改造传统产业，推动存量变革。实施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和
“万企万亿技改工程”；二是培育新兴产
业，推动增量崛起。湖北建立了400亿
元产业基金，大力发展以存储器等4大
国家级产业基地为重点、以新能源新材
料等 10 大产业为牵引、以“芯屏端网”
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三是推进产业融
合，推动变量突破。大力推进信息化与
工业化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军
民融合，目前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超
6500家，在孵科技企业超2万家。

推动存量变革、增量崛起、变量突破

湖北发展拼“颜值”显“气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本报山东日照6月19日
电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贾宗
杰报道：全国最大的粮食、木
片进口港——日照港裕廊股
份有限公司19日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主板成功挂牌上市。

此次日照港裕廊公司在
香港成功上市，从项目启动
到成功发行，仅用时 7 个月，

创造了中国内地港口行业在
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的“日
照港速度”，开创了我国内地
传统行业拆分A 股上市公司
到 H 股上市的先河，实现了
日照港 A 股、H 股资本市场

“双轮”驱动，意味着日照港
国际化发展战略获得又一有
力支撑。

据新华社哈尔滨6月19
日电 （董宝森 刘赫垚） 第
六届中俄博览会 19 日在哈
尔滨闭幕。据初步统计，本
届博览会共达成各类意向、
协议 380 余项，总金额 1700
多亿元。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吸引
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北美
洲、南美洲、大洋洲共 6 大洲
74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参展
参会，参展企业1764家，注册
中外客商2.3万人，进馆观众
23.4万人次。

成立于2017年的德国黑
龙江商会，首次受邀参加中俄

博览会。德国黑龙江商会会
长崔励介绍，通过参加此次博
览会，可以更好地将黑龙江的
优势介绍到德国乃至欧洲，中
德双方企业、市场也互相增进
了解。

中俄地方合作取得积极
成效。本届博览会围绕中俄
地方合作交流举办多项洽谈
对接活动，围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东北振兴和俄罗斯远东
地区发展等开展交流合作。
在中俄双子城黑河与俄罗斯
布拉戈维申斯克推介会上，双
方就绿色农业、矿产开发、旅
游康养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本报深圳 6 月 19 日电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海关

19 日对外发布前 5 个月深圳
外贸进出口统计数据。数据显
示，今年前 5 个月，深圳进出
口总值1.1万亿元，比去年同
期下降 1.5%，较前 4 个月降
幅收窄0.8个百分点。

分析显示，今年前 5 个
月，深圳出口6251.1亿元，增
长 4.8%，较前 4 个月增幅扩
大 1.5 个百分点；进口 4783.1
亿元，下降8.6%，较前4个月

降幅收窄0.2个百分点。
机电产品出口小幅增长，

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势好于总
体。前 5 个月，深圳出口机电
产品 4797.2 亿元，增长 2%。
同期，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700.1亿元，增长10.6%。

外贸数据分析显示，深圳
民营企业进出口进一步增长，
成为今年以来深圳外贸的主
要亮点。前 5 个月，深圳民营
企业进出口 6390.5 亿元，增
长3.3%，占57.9%。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
电 （记者樊曦） 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19日发布
的统计显示，今年前 5 个月，
国家铁路旅客发送量累计完
成 14.36 亿人次，同比增加
1.18亿人次；国家铁路货物发
送量累计完成13.53亿吨，同
比增加6379万吨。

统计显示，5 月份，全国
铁路客运增长势头强劲，货运
装车取得新突破，客货运输完
成情况良好。

客运方面，受“五一”小长
假客流带动，5 月份，全路客

运量实现大幅增长，国家铁路
旅客发送量完成 30148 万人
次，同比增加3774万人次、增
长14.3％，其中动车组发送旅
客 19244 万人次，同比增加
2971 万人次、增长 18.3％。
17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客运量
实现同比增长。

货运方面，5 月份，国家
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 28762
万吨，同比增加 1760 万吨。
14个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发
送量实现同比增长，其中增幅
最大的是中国铁路武汉局集
团公司，达25.8％。

本报青岛6月19日电 记者刘成从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获悉：由中车四方股份
公司研制的6辆编组新一代地铁列车在
调试线上成功完成试跑。该列车采用大
量新技术、新材料，代表未来的地铁技术
潮流，被称为“未来地铁”。

据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丁
叁叁介绍，新一代地铁列车最大的特点
是更轻更节能。采用先进的碳纤维技
术，其车体、转向架构架、司机室、设备舱
等均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碳纤维
使列车的重量更轻，整车减重了 13%。
同时，采用了更高效的牵引系统，整车综
合节能15%以上。列车最高时速达140
公里，运行全过程为全自动驾驶。

与传统地铁相比，新的地铁列车更
加“智慧”：车窗变身一面触控大屏，相当
于一个超大版“Pad”。用指尖点击车
窗，就能在车窗上上网，看视频、浏览新
闻、观看电视节目。

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记者曾金
华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为方便纳税人
及时了解掌握税收优惠政策，更好发挥

税收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税收作
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了新版“双
创”税收优惠政策指引。

据 了 解 ，新 版 指 引 归 集 了 截 至
2019 年 6 月份我国针对创业创新主要
环节和关键领域陆续推出的89项税收

优惠政策措施，覆盖企业从初创到发展
的整个生命周期。其中，2013 年以来
出台的税收优惠有78项。

新版指引可以在国家税务总局网
站查询，广大纳税人可以对照指引，找
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税收优惠，充分享受
政策红利。国家税务总局表示，税务部
门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创新
服务举措，确保“双创”优惠政策落地更
便利更通畅。

本报北京 6 月 19 日讯
记者佘颖报道：国务院知

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
席 会 议 办 公 室 近 日 印 发

《2019 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
强国推进计划》，明确 2019
年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的106项具体措施。

在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
革方面，《推进计划》提出将
推进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
改革，完善知识产权重大政
策制定等。具体措施包括将
整合专利、商标和地理标志
政策、项目和平台，推动重
大政策互联互通，统一服务
窗口和办事流程，推动实现
知识产权业务申请“一网通
办”等。

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方面，《推进计划》提出完
善法律法规规章，加强保护
长效机制建设，强化知识产
权行政保护，加强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并提出配合做好
专利法修正案 （草案） 审
议，深入推进“互联网+”
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开展侵
权假冒问题专项执法行动等
具体措施。

在深化知识产权国际交
流合作方面，《推进计划》提
出将提升知识产权国际合作
水平，加强海外风险防控，
并提出推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对我国专利审查结果
认可和登记生效，研究建立
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
制，推动建设国家层面的海
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
心等具体措施。

巴基斯坦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所
长阿西夫日前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中美之间爆发的经贸摩
擦不仅阻滞了双边正常贸易，更严
重冲击了国际贸易和经济体系。近
一段时间，美国连续对中国输美商
品提高关税，将两国经贸摩擦不断
升级。美国在对华挑起经贸摩擦的
同时，还发起了科技战。鉴于中美
两国的经济体量和国际地位，美上

述一系列挑衅行为给全球市场带来
了巨大影响。

阿西夫说，冷战结束后，美国一
直凭借其大国地位肆意针对别国挑起
贸易争端，以服务自身利益。美国一
些人拿美国的贸易逆差作政治文章，
罔顾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本着平等
互惠原则开展国际贸易的基本事实，
指责中国利用美国经济弱点，刻意寻
求对美顺差。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
后，两国互征关税措施已经使双边贸
易遭到重创。各项预测表明，中美两
国的经贸摩擦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缓
慢，这一经济后果还将对发展中国家
产生负面影响。美国挑起并升级对华

贸易争端，实际上会使世界各国的发
展利益受到影响。

阿西夫认为，尽管贸易争端必然
导致中美两国经济都受到影响，但中
国经济表现出了极大的韧性，这主要
得益于中国拥有完善的经济格局和庞
大的国内市场。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进一步深化，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展
高水平工业合作，实现优质产能向外
转移，将使中国开拓更大的国际市
场，而且有助于中国规避美方惩罚性
关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巴基
斯坦将大有可为。

巴基斯坦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伊凡对经济日报记者表示，美国对华

挑起经贸摩擦，本质上是守成大国在
新兴大国崛起之路上制造障碍，迟滞
其挑战自身霸主地位之举，本身就毫
无道理和公平可言。上述举动会给中
国和世界经济制造麻烦，但最大的受
害者还是美国自身。这一不合时宜的
贸易保护主义定会成为美国政府的一
招“臭棋”，甚至会让美国再次经历上
世纪20年代出现的大萧条。美国作为
当今世界头号强国，为了自身狭隘利
益让全球化进程开倒车，令人十分失
望。与美国置全世界发展利益于不顾
的一意孤行相比，中方在应对中体现
了高度克制，这足以表明中国是负责
任的全球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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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专家学者认为——

贸易保护主义是一招“臭棋”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

新一代地铁列车成功试跑
碳纤维技术实现整车减重13%

新版“双创”税收优惠政策指引发布
归集89项政策措施，可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查询

由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研制的6辆编组新一代地铁列车在调试线上试跑。 邓旺强摄（中经视觉）

我国将加强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保护
研究建立海外维权援助机制

6月19日，一位观众在发布会现场观看湖北高科技成就展。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日照港裕廊公司在香港上市

第六届中俄博览会闭幕

我国铁路客货运输齐头并进

前5个月14.36 亿人次、13.53 亿吨

深圳民企进出口成绩亮眼

前5个月6390.5 亿元

签约额超170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