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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上午，一列满载汽车配件、电
子产品等货物的“陆海新通道”国际铁海
联运班列自重庆团结村始发；两天后，到
达广西钦州港，并通过海运分拨到全球各
地。“这趟班列以前是每月一班，现在是天
天都有，而且目的地扩展至全球76个国
家和地区的180个港口。”中新南向通道

（重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部长伍
鑫介绍说。

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
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
上，区位优势、生态优势、产业优势突出。
重庆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到重庆
考察提出的发挥“三个作用”的重要指示
精神，牢记嘱托，锐意进取，担当作为，统
筹抓好通道、口岸、平台、主题等开放重
点，更加注重在大开放方面发挥作用，在

西部内陆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展现
新作为，实现新突破，着力以高水平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

“没有顺畅的国际通道，内陆开放无
从谈起。”重庆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长江黄金水道、中欧班列（重庆）、陆
海新通道、“渝满俄”班列等出海出境大通
道建设加快推进，重庆交通物流条件日益
改善。目前，陆海新通道已形成铁海联
运、国际铁路联运、跨境公路运输3种运
营组织方式，中欧班列（重庆）开行超过
3000班，渝甬沿江铁海联运班列实现常
态化运行，“一带”和“一路”、“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在重庆实现贯通。
重庆自贸试验区、两江新区、保税港

区等开放平台加快建设，荣昌、永川获批
国家级高新区，江津综保区封关运行，涪
陵综保区、果园保税物流中心（B型）成功
获批，形成了“1+2+7+8”的开放平台体
系。记者在两路寸滩保税港区采访时了
解到，依托口岸与政策优势，该保税港区
创新发展了保税+展示交易、保税+跨境电
商、保税+转口贸易、保税+专业市场、保
税+融资租赁、保税+总部贸易等新兴服务
业态。今年一季度，重庆保税港区外贸进
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5.4%，外贸进出口总

额位列全国14个保税港区第一名。
此外，重庆还依托展会平台，加强对

外合作。仅去年一年重庆就举办各类会
展近500个，与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开
展了经贸往来。

伴随着重庆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不少本土企业也成功“出海”，积极推进境
外业务、参与国际竞争。“近年来，通过实
施工程+贸易的模式，公司在海外新签的
工程合同带动各类贸易出口10多亿元。”
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总经理张凤舞告诉记
者，目前，重庆对外经贸集团已在27个国
家和地区设立了35个分支机构，进出口
额从 2012 年的 5.77 亿美元增至 2018 年
的40.9亿美元。

今年一季度，重庆外贸继续保持快速
增长，进出口总值达1315.3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21.9%。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合计进出口361.1亿元，增长34.6%。

好于预期，高于全国，领先东部，这是
今年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前
5个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6.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5％，增速
高 于 全 国 的 5.6％ ；进 出 口 总 额 增 长
7.4％，增速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1.5％，增速高于全国
的3.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9.3％，
民生八项支出合计占财政支出的73.5％。

面对当前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面对
不断加大的下行压力，浙江经济为何表现
抢眼？

创业创新汇聚动力
动能转换显威发力

创业创新，早已成为浙江发展的基
因，汇聚起澎湃发展的动力。

以杭州为例，每千人中小企业拥有数
量已超过50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双
创空间达到 4842 万平方米，在孵企业 6
万多家，人才净流入率和海外人才净流入

率均位居全国第一。
今年以来，浙江用于创业创新的投入

继续加大。财政科技支出增长34.1％，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增长 22％，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9％，同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浙江省
新设企业19.7万家，同比增长3.2%；新设
个体工商户42.9万户，增长38.4％。至5
月末，在册市场主体 688.8 万个，增长
10.8％，其中，企业237万家，增长12.9％。

在创业创新持续活跃的同时，浙江传
统产业全面升级改造，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开始持续发力。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增幅尤
为明显，前5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增长10.2％，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
11.4％，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
个百分点。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确保了
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和协调性持续增强。

在动能转换过程中，浙江的需求结构
日益趋好。不仅重点领域投资高位增长，
投资增长的动能也在平稳转换。

浙江省统计局副局长方腾高告诉记
者，前 5 个月，全省项目投资增长 9.2％，
拉动投资增长5个百分点，项目投资的增
长贡献率自2018年以来首次超过房地产
投资，成为投资增长的第一动力。

强化服务优化环境
高质量发展稳中求进

“如果没有市政府的帮助，我们的企
业早就关门了。”浙江荣顺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顾军辉告诉记者，荣顺公司生产的

“走步机”，因为“新产品”遇上了“老标
准”，被责令停止生产及销售。多亏政府
部门的努力，该产品重新获得上市许可，
企业也成为新行业标准制定的参与者。

据了解，荣顺科技公司所在的金华市
有同类企业20多家，政府部门在关键时
刻的帮扶，保住了一个产值可超15亿元
的新兴产业。而这在浙江省今年以来深
入开展的“三服务”活动中并非个案。

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的“三

服务”，始于今年元旦，浙江全省、市、县
（市、区）四套班子领导干部无一例外全部
参加，是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浙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省委书记车俊认为，面对百年未有的
大变局，全省上下要把“三服务”活动在认
识上提高站位，行动上开展得更细更精
准，努力推动实现稳中求进。要奔着问题
去，哪里问题多就到哪里去；要坚持效果
导向，服务真落地、问题真解决；不为办不
好找理由，多为办得好想办法，让企业和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在杭州，新设企业全环节同城通办近
日已成现实。江干区作为杭州企业登记

“同城通办”的改革试点，与省政务服务
网、“浙里办”APP实现数据互通，成功和
杭州所有区县实现营业执照数据互联互
通，目前已发放“同城通办”营业执照 13
张；在金华，市、县两级设立“服务超市”，

“上架”专业服务团和服务承诺事项，形成
“基层和企业点单、配送服务、售后跟踪回
访”的工作体制。 （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洪亮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职务；

任命陈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 缅 甸 联 邦 共 和 国 特 命 全 权
大使。

二、免去庞森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职务；

任命常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

三、免去宋爱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特命
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廖力强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

四、免去胡兆明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克罗地亚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职务；

任命许尔文（女）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克罗地亚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

五、免去王民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挪威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易先良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挪威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俞建华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
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陈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
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
大使。

建设国际通道，打造平台体系——

重庆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浙 江 经 济 何 以 表 现 抢 眼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平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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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启动以来，各中央指导组迅速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有关
部署要求，认真履行职责，注重方式方
法，坚持标准、严督实导，不断增强指
导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各地区
各部门各单位主题教育深入健康有序
开展。

推进中央部署往实里落

在主题教育中设立指导组开展督促
指导工作，是确保主题教育不走样不跑偏
的有力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
指导组要进行巡回指导，加强对各地区各
部门各单位开展主题教育的督促指导。”

主题教育启动之初，中央“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就召开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对中央指导组进行思想动员和业务
培训。

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充分认识开
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提升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做好督促指导工作的责任感使

命感。明确督促指导工作任务，认真履行
指导组职责。坚持从严从实，加大对主题
教育重点工作和解决突出问题的督促指
导力度。注重方式方法，提高督促指导工
作质量。加强自身建设，树立指导组良好
形象，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把党中央决策
部署落实好，为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作出应有贡献。

（下转第二版）

严 督 实 导 务 求 实 效
——中央指导组深入扎实开展主题教育督促指导工作综述

本报北京7月4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今年前5个
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1893.4亿元，同比增长3.5%。
其中，出口7770.5亿元，增长10.3%；进口14122.8亿元，
增长0.1%；逆差6352.3亿元，下降10.1%。

商务部服贸司副巡视员朱光耀4日表示，前5个月
服务贸易主要呈现3方面特点。

一是服务出口增势明显。前 5 个月，我国服务业
生产保持较快增长，拉动服务出口快速增长。5 月当
月服务出口增长 11%，比前 4 个月增速进一步加快；服
务出口占服务进出口比重为 35.5%，服务贸易逆差明
显下降。

二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快速增长。随着我国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逐步深入，技
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推动高附加值、高
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前5个月，
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达7449.6亿元，增长11.0%，
高于服务进出口整体增速7.5个百分点。

三是重点服务领域进出口表现突出。前5个月，我
国运输服务进出口总额4043.9亿元，同比增长6.4%。知
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1219.2亿元，同比增长6.4%。维护
和维修服务进出口419.8亿元，同比增长87%。

前5个月我国服贸逆差降

本报乌鲁木齐7月4日电 记者
马呈忠从新疆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获悉：新疆夏收工作准备充分、平稳
有序，各类粮食收购企业已腾并仓容
257.2万吨；农发行新疆分行落实小麦
收购贷款规模80亿元，截至6月底已
投放10亿元，收购资金充足。

据悉，今年新疆夏粮收购过程中，
优质优价得到充分体现，优质小麦价
格明显高于普通小麦，激发了广大农
户种植优质麦的积极性。通过深化改
革，各类市场主体为农服务意识也明
显增强，“压级压价”“排长队”“过夜
粮”“打白条”等问题基本解决，售粮农
民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右图 这是新疆农业科学院小麦
育种家泽普基地100亩高产示范田的
实收测产现场（6月29日摄）。该院选
育的新品种实收单产731.3公斤，刷新
了新疆冬小麦单产纪录。

雷钧杰摄（新华社发）

新疆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新疆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叫奇乾的地方，一年中冬季长
达9个月，气温最低达到零下50多摄氏度，还有大片原
始森林阻挡着与外界的交往。然而，就是在这样不适合
人类居住的地方，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莫
尔道嘎大队七中队安了家。消防队员们忍受着孤独和
寒冷，对抗着狂风和烈火，用忠诚履行使命，用行动践行
担当。他们，是和平年代的英雄。 （详见八版）

家 在 奇 乾

本报哈尔滨7月4日电 记者刘瑾报道：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4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市
联合发布2018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汽车工业三十强企
业名单。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度机械工业百强企业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10.25%。

数据显示，机械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合计17864亿元，
同比增长 10.25%；利润总额合计 993 亿元，同比增长
11.54%。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以3004亿元的营业收入继
续位列榜首。

汽车三十强企业营业收入合计达43210亿元，同比
增长3.83%。三十强企业平均规模1440亿元，上海汽车
集团以9021.9亿元的营业收入继续位列首位。

从数据来看，机械百强企业数量仅占全行业比重
0.14%，营业收入占比13.6%，利润占比11.99%。汽车三
十强企业数量仅占全行业比重 0.18%，营业收入占比
52.2%，利润占比47.89%。

去年机械工业百强收入增

10.1%

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