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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守牢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国务院金融委推出 11 条措施
“采摘茶青一天的收入，少则 80 元，
多则超过百元。”海拔 2300 多米的神箐大
山变成茶园后，贵州省纳雍县骔岭镇坪箐
村村民王宗明的生活也变了样，
“ 茶园不
仅让我们有了稳定收入，也改变了过去自
然灾害频发的状况”
。
如今在贵州，750 多万亩茶园让 400
多万茶农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层层梯田
层层绿，片片茶叶片片翠，一座座茶园成
为贵州守牢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生动
写照。

富民强省大产业

经济日报 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

南方有嘉木，黔地出好茶。贵州有大
量古茶树资源。据不完全统计，该省古茶
树超过 120 万株，其中树龄 200 年以上的
古茶树 15 万株以上，千年以上的古茶树 1
· 万余株。
优质资源要变成富民强省的大产业，
首先要上规模。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多
措并举推动茶产业发展。2014 年，贵州出
台《茶 产 业 提 升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4—
2016 年）》，从品牌创建、市场拓展、加工升
级、基地建设、质量安全、科技人才、金融
服务、文化宣传等 8 个方面，对茶产业提升
作部署；2018 年 8 月，贵州出台《关于加快
建设茶产业强省的意见》，明确提出力争
到 2020 年全省优质茶园面积稳定在 700
万亩，茶叶产量达到 50 万吨，茶产业综合
产值达到 1000 亿元。
政策红利以及茶产业的富农效应，让
越来越多的农民自发投身茶产业。
“以前，全村只有我一个人种茶，如今
大家都尝到了甜头，积极加入种茶大军中
来。在双合村，只要能种茶的土地，村民
都挤出来种茶。”湄潭县双合村种茶带头
人简进兰说。
如今，贵州茶园面积超过 10 万亩的县
域达 31 个，茶园苗面积在万亩的乡（镇）、
村分别达到 230 个和 86 个，茶叶加工企业
（合作社）达到 4990 家，带动贫困户人口
45.2 万人，脱贫人数 13.7 万人，涉茶人员
年人均收入达到 9287.5 元。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
副厅长
胡继承表示，
“茶叶一头连着百万茶农，
一头
连着千万消费者，
是为茶农谋利、为饮者造
福的产业，
是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
更是贵州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

金融业对外开放再获实质性进展
本报北京 7 月 20 日讯 记者陈
果静报道：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
会办公室 20 日发布 11 条金融业对外
开放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在介
绍相关金融业开放措施时表示，推动
信用评级对外开放，支持外资评级机
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
所债券市场开展所有种类债券评级
业务，是中国金融市场扩大开放的重
大举措。信用评级作为金融市场的
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随着中国金融
市场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引入国际
信用评级机构在中国开展评级业务，
有利于满足国际投资者的多样化需
求，也有利于促进中国评级行业评级
质量改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规范健
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在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方面，央行
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允许符合条件的
外资银行通过市场评价取得 A 类主
承销业务资格，业务范围从境外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展至债务融
资工具全部品种。同时，考虑到外资
银行境内外母子公司业务联动的特
点，将进一步在规则层面加大对外资
银行境外母公司的考察力度。该举
措正在履行相关程序，近期将正式对
市场发布。
“允许外资银行开展 A 类主承销
业务，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外资机构服
务国内实体经济的手段，提升其参与
我国经济发展的广度与深度，推进金

高温酷暑坚守一线

管理局起草了《关于进一步便利境外
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有
关问题的通知》，并于 2019 年 5 月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于近期发布实
施。
《通知》解决了同一境外机构投资
者通过不同渠道投资的债券过户、资
金划转和重复备案问题，进一步提高
了境外投资者入市投资的便利性，体
现了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的要求。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人民银行、证监会将进一步推动评
级领域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外资评
级机构的业务范围，允许更多符合
条件的外资评级机构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开展全部类
别信用评级业务，提升金融业对外
开放水平，促进中国金融市场规范
健康发展。

内需潜力持续释放
——上半年经济数据解读之四
本报记者 熊 丽

织就绿色保护网
日前，
“摩洛哥将施行最严茶叶进口新规”的消息在国内茶界引起广
泛关注。在长期从事茶叶出口的贵州企业看来，新规对贵州茶产业来说
是机遇，大家有信心稳定并扩大出口量。
信心的背后，
是贵州茶人对品质的坚守和对安全的苛刻追求。
“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寡日照”，独特的生态气候让贵州茶“香高
馥郁、味醇鲜美、色纯鲜亮”
。
贵茶联盟主席牟春林认为，贵州的茶园 70%集中在北纬 24 度至 27
度之间高原地带，海拔在 800 米到 2000 米之间，再加上冬季淅淅沥沥的
小雨，茶树见不到太阳，利于茶树的生长发育和有机物的合成积累，制成
的茶叶香雅味正。
在天然优质环境的基础上，贵州更在管理、加工上下功夫，确保生产
生态、优质、干净、安全的茶叶。
“生态、干净是贵州茶叶的核心竞争力，质
量是贵州茶的生命线，要严防死守，保证生命线。”胡继承说。
（下转第二版）

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央行有关负
责人说，这将有助于为境内企业发债
融资引入更多的境外投资需求，从而
为实体经济融通资金、降低成本提供
助益，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
时，也有助于向外方分享中国经济发
展的成果和机遇，推动经济全球化发
展，
实现互利共赢。
该负责人还透露，央行会同外汇

经过多年转型，我国经济发展格
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内需特
别是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
动力。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数据，
再次印证了这一判断。
投资在经济增长中依然起着关
键作用。今年上半年，投资增势基本
平稳，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8% ，增 速 比 1 月 份 至 5 月 份 加 快
0.2 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增长
5.7%。
我国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
巨大，投资增速趋稳的同时，更值得
关注的是其结构呈现不断优化的
趋势。
基础设施、民生等短板领域投资
稳步增长。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同
比增长 4.1%，增速比 1 月份至 5 月份
加快 0.1 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加快
0.3 个百分点。生态保护和环境治
理业、教育等短板领域投资增速分别

比全部投资增速快 42.2 个和 13.1 个
百分点。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 94 个，总投资 4715 亿元，主要集
中在能源、交通、高技术等行业。下
一步，国家发改委将精准聚焦补短板
重点领域，加强重大项目储备，抓紧
推进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制造业转型升级投资、高技术等
新动能投资持续发力。上半年，制造
业投资同比增长 3.0%，连续两个月
回升。今年以来，制造业转型升级投
资始终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制造业
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13.1%，增速高于
全部制造业投资 10.1 个百分点。
从区域来看，上半年四大区域投
资均有所回暖。东北地区投资虽然
同比下降 3.6%，但降幅收窄了 4 个百
分点。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中，
消费发挥的作用日益提升，已成为我
国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的“压舱石”。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我国
消费市场在上半年表现出了良好的

成长韧性。
内市场系列政策不断落地实施，加速
从增速看，今年上半年，社会消
释放我国内需潜力。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4%，比一季度略
这些政策既利当前，更惠长远。
有加快。特别是 6 月份消费增速出
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推
现明显回升，同比增长 9.8%，是近 15
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
个月以来最高增速。
循 环 利 用 实 施 方 案（2019—2020
从结构看，在全部居民最终消费
年）》为例，方案聚焦汽车、家电和消
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为 49.4%，比
费电子产品领域，推动消费更新升
上年同期提高 0.6 个百分点。消费结
级，实现产业与消费的协同提升。又
构不断优化升级，个性化、多元化、定
如，近期出台的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
制化消费已经成为新的趋势，乡村消
扩容的 36 条措施，通过建设更加强
费增速持续快于城镇，中西部地区消
大的家政服务消费市场，有助于更高
费增速保持领先。
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民生消费新需求，
从贡献看，自 2015 年以来，消费
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服务改善的良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
性循环。
50%以上，今年上半年的贡献率达到
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我
60.1%，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
国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下半
用继续巩固。
年，稳投资的任务依然艰巨，消费市
我国有近 14 亿人口的大市场，
场仍面临较大压力。对此我们既要
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居
有清醒的认识，坚持底线思维；也要
民收入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制不断
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未来，随
完善，市场空间广阔。自去年以来，
着进一步深化改革、减税降费，随着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有
“六稳”各项政策的落地生效，相信
关部门和地方推出了一系列稳投资、
投资和消费在下半年还会有更好的
促消费的政策举措，促进形成强大国
表现。

□ 本报记者 黄

鑫

合肥高新区：创新之花竞芬芳

7月20日，
国网山东德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冒着酷暑坚持作业，
对导线
间隔棒、
绝缘子等老旧设备进行更换及补装，
顺利完成 220 千伏陵天线、
220
千伏陵旺线检修工作。近日，
多地进入高温模式，
广大劳动者坚守一线，
用
汗水定格美丽画面，
用辛勤付出诠释爱岗敬业。 毛 利摄（中经视觉）

一大早，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有
限公司总经理方林从合肥市中心的家
中驱车前往位于高新区的公司上班。
“2007 年，我开车去高新区只用半小
时，
现在要一个半小时，
去晚了还没车
位。
”
方林如此感慨高新区的高人气。
在合肥高新区，集成电路已经形
成了一个生态圈，产业链上下游配套
齐全，这对于企业发展的意义不言
而喻。
不仅是集成电路产业，合肥高新
区的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语音软件、
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也是声名鹊
起。28 年来，合肥高新区已从 2.2 平
方公里的农田蝶变成 128 平方公里
的创新高地。在这里，协同创新大平
台加上金融活水成功孵化了一家又
一家创业企业，吸引了一批龙头企
业，孕育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使得合

肥高新区先后获批建设国家创新型
科技园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
国双创示范基地、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园区，并连续 5 年在国家高新区综合
考评中稳居第一方阵。

一切为企业让道
合肥高新区内，高楼鳞次栉比，
道路宽敞笔直。这里既有科大讯飞
这样耳熟能详的明星企业，也有华米
科技这种全球可穿戴设备市场占有
率第一的
“隐形冠军”
。
1990 年 10 月 17 日，这里还是大
片农田，一块奠基石就在农田包围的
一处土岗上被悄悄竖起，
“ 合肥科技
工业园”由此诞生。
1991 年 3 月 6 日，合肥科技工业
园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1992 年 7 月 15 日，
合肥科技工业园更名为合肥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如今，全国唯一的量子信息国家
实验室（筹）加速建设，中盛溯源攻破
了在体外培养条件下将人类成体细
胞成功转化成诱导多能干细胞这一
技术壁垒，本源量子研制成功国内首
款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量子计算机
控制系统，中科离子自主研制的超导
质子治疗系统已进入系统整机调试
阶段……一朵朵创新之花在合肥高
新区争相斗艳、吐露芬芳。
“在合肥高新区，企业最大，一切
都要为企业让道。
”
合肥高新区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宋道军并非虚言。合
肥高新区管委会
“三次搬家”
的故事流
传已广——2003 年，
管委会办公楼还
位于园区入口处的黄金地段，却被前

来高新区考察选址的一家进出口企业
看中，管委会第一次让楼搬家。2009
年和 2011 年，
为了腾场地给几家高科
技公司，
管委会又两次搬家。
“合肥高新区培养的高新企业占
合肥市的一半，因为这些年我们的创
新政策更多了，创新体制机制更活
了，也因为我们一直坚持企业是高新
区发展的生命线。”宋道军如是说。
合肥高新区创新环境的变化折射
出合肥乃至整个安徽省的创新之变。
合肥高新区上市办主任潘顺生回忆
说，上世纪 80 年代，合肥的工业还集
中在东边，
以钢铁、
拖拉机等重工业为
发展重点。2000 年，
英特尔来合肥考
察想落户芯片产能，却因为合肥相关
配套能力不足而放弃。而如今，合肥
已被称为
“IC 之都”
。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