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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薰衣草，价值有多大？听到
这个问题，新疆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宫
村农民张东升笑了。今年，他们一家
种植了60亩薰衣草，亩收入近5000
元。“这是自家种植的收入。往大的
方面算，薰衣草花田能观赏，能加工
成精油，还能收获薰衣草蜂蜜，薰衣
草能卖好多次。”张东升对记者说，

“这账虽然不好算，但有一点可以肯
定，就是种植后面的收入是越来越高
了。”

近年来，新疆着眼于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从特殊的地域特点、独特的
自然条件，以及浓郁的民俗风情等方
面入手，培育和构建特色产业体系。
连日来，经济日报记者行走在天山南
北，发现一些特色鲜明的产业令人耳
目一新，呈现勃勃生机。这些产业规
模虽然不是很大，但呈现“小而美”“小
而优”“小而精”等特点，释放出澎湃的
发展动能。

地处伊犁河谷的霍城县，是“中国
薰衣草之乡”。夏初，该县芦草沟镇四
宫村成为紫色的海洋，空气中弥漫着
淡淡的清香，赏花客络绎不绝。如今，
薰衣草不仅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作

物，成为发展旅游业的载体，还带动美
容、保健、家居饰品等薰衣草系列产品
生产。统计显示，霍城依托薰衣草，每
年接待游客约60万人次，旅游年综合
收入达2亿元。

瞄准特色产品，通过让其“牵手”
多种产业和业态，开掘产业深度，是新
疆激发特色产业澎湃动能的重要
思路。

作为伊犁马核心产区，昭苏县马
匹存栏10万多匹。近年来，当地大力
发展马产业，这项特色产业正从繁育、
骑乘、肉食领域拓展至文化旅游等领
域。该县建设了天马旅游文化园、天
马文化产业园，连年举办中国马术耐
力赛、中国速度赛马巡回赛等，促进旅
游业发展。

在昭苏县，伊犁马产业链不断延
伸，马文化、马产品等相继破题。该县
马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主任李海介

绍，昭苏马产业发展动能将进一步释
放。当地十万骏马，跑出了三次产业
发展加速度。

如果说，霍城薰衣草、昭苏伊犁马
在产业融合方面着墨，重点在“广度”
上做文章，那么博尔塔拉冷水鱼产业
就是在“深度”上下功夫，开拓产业发
展新空间。

依托优良的自然环境，以及赛里
木湖天然渔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大力发展以高白鲑等为主的冷水鱼产
业，目前白鲑属鱼类在养殖规模、技术
等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该自治
州从孵化鱼卵破题，不断开展技术攻
关，高白鲑成活率从只有 1%上升到
70%，成鱼年产量从只有30吨增加到
近500吨。

负责冷水鱼生产、经营的新疆赛
湖渔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形成
了高白鲑孵化鱼苗、放流捕捞、加工、

餐饮等完整产业链。该企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公司已确立了冷水鱼产业优
势，并向青海、内蒙古等适合发展冷水
鱼的地区提供技术支持。

与冷水鱼产业发展有相似特点，
新疆金丝玉产业也在走向纵深。7月
26 日，中国质量检验协会《金丝玉鉴
定与分类》团体标准发布，将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此前因没有统一
的标准，给质检工作带来难题，不利于
产业发展。”中国玉文化研究会金丝玉
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常宝表示，该标准
的发布，将有利于市场培育，推动产业
向纵深发展。

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
大发展，深入推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眼下，新疆正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
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雪克来提·扎克尔表示，要打造一批
对全区经济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和影响
力的大企业集团及一批具有示范作用
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快构
建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具有新疆特
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壮大全区综
合经济实力。

在“广度”上做文章，在“深度”上下功夫，开拓产业发展新空间——

新疆激发特色产业澎湃动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文汇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26日签署的
备忘录称，美国从未承认过中国的发展中国家
地位，同时妄称，对于美方认为不适合宣称为发
展中国家、不适合在世贸组织规则和谈判中寻
求灵活性便利的世贸组织成员，美方将不再将
其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待。

这是美方再度为其不得人心的单边主义和
贸易保护主义寻找托词，也是挑战现有世界贸
易规则和秩序的霸道举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位居世
界前列。但是从人均水平、经济结构、平衡
发展、创新能力等指标来看，中国仍然属于
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美方对中国的指责并不
成立。

首先，我国经济的人均指标距离世界前
列仍有较大距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
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8 年中国的
人均 GDP 为 9608 美元，仅位居全球第 72 位，
而世界人均 GDP 为 11305 美元。美方在指责
其他国家“明显缺乏拥有发展中国家地位的
根据”时，使用的论据就是这些国家的人均
GDP 已经足够高。但是在指责中国时，却绝
口不提中国人均 GDP 不高的事实，其双重标
准人人可见。

其次，我国经济结构仍需优化升级。发达
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一般
在2%以下，第三产业占比一般在70%以上。而
中国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约为7%、40%、53%。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产业占比仍较高，服
务业占比偏低，尤其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
业占比更低。

第三，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而发
达国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较小。例
如，我国省际之间人均GDP差距最高达4倍以
上。此外，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
出，2018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59.58%，远低于发
达国家80%左右的城镇化水平。

第四，我国科技创新整体上仍处于跟跑状
态。我国虽已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
强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60%，远低于发达国家
水平。

总体来看，有大量经济指标都支持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张，
而美方对此都视而不见。

美方威胁要在发展中国家的认定上采取单方面行动，是对世贸规
则赤裸裸的蔑视，是美方将一己私利凌驾于世界贸易秩序之上的国际
霸权主义行径。

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应该综合其各类经济指标进行判
断，不该由一个国家任意判定。世贸组织如何改革，应该朝着追求世界
各国共同利益的方向，由世界各国共同推动，而不该由一个国家任意
决定。

美方的这种行为，否认了国际贸易秩序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各国的
差异性，与过去几十年的国际贸易规则背道而驰，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经
济和产业造成巨大冲击，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也会打击发展中国家融
入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的信心和努力。

中方对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已经十分明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回避应尽的国际责任，愿意在世贸组织中承担与
我们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义务。同时，我们也会同其他
发展中成员一道，坚定维护发展中成员的基本权利，发出我们共同的声
音，维护我们的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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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之后，我国对世界经济作出了
巨大贡献。

第一，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之一。特别在2008年美国次
贷危机引发了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
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深陷萎缩之
后，中国经济率先于2009年第二季
度复苏，并始终保持中高速增长，有
效带动了全球经济复苏。统计数据显
示，美国经济于2009年第四季度才
开始复苏，欧盟经济更是到2010年
才开始复苏。据 IMF 统计数据测
算，2009年至2018年，中国对全球
GDP 增量的贡献率高达 34% （按市
场汇率核算） 或27.7% （按购买力平
价核算），稳居世界第一位。

第二，从需求侧看，中国为世界
各国企业提供了规模巨大且最具潜力
的市场。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
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以及生产能力的升级也为世界各国
创造了巨大需求。这种需求主要体现
在两个层面：一是商品和服务进口额
持续扩大。据统计，2009年至2018
年，我国商品进口额增长了 1.12
倍，达到 2.14 万亿美元，高于商品
出口额的 1.07 倍；服务进口额增长
了3.3倍，达到5258亿美元，高于服

务出口额的 1.63 倍。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我国的服务进口额中旅游服务
占了一半以上，而按照统计口径，旅
游服务进口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中国
消费者在境外直接购买各类商品的支
出，对旅游目的地经济拉动的作用十
分明显。对美国而言，我国不但是大
豆、飞机、汽车等主要商品的出口市
场，更是其最重要的服务贸易出口市
场。2017 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
顺差402亿美元，占其全球服务贸易
顺差32.5%，其中56.9%属于旅游教
育服务。二是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巨大
的市场。2017 年，我国规模以上工
业外资企业利润总额已经达到18412
亿元人民币，较 2009 年增长了 1.87
倍，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 1.45
倍。2017 年规模以上工业外资企业
的利润率（以利润总额和营业收入比
值计算） 达到了 7.4%，其中非港澳
台外资企业利润率达到 7.8%，明显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6.6%的平均水
平。美资企业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
获取了大量收益。美国经济分析局

（BEA） 统计显示，截至 2016 年，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53322亿美
元，累计投资收益为 4099.7 亿美
元，投资收益率 （投资收益/投资存
量） 为7.69%；同期对华直接投资存
量为 925 亿美元，累计投资收益为
118 亿美元，投资收益率为 12.8%，
较美对外投资平均收益率高出5.1个

百分点。
第三，从供给侧看，中国为优化

全球生产要素配置、扩大全球生产可
能性曲线作出了巨大贡献。经济学理
论表明，各国基于自身的独特优势，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选择最具比较优
势的环节开展合作，是实现全球生产
要素配置最优化的基本条件。我国加
入WTO以来，其主要比较优势集中
于熟练普通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
以及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因此在全球
价值链分工中主要承接了最终产品制
造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环节，有效推
动了在全球生产要素总投入不变的情
况下，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延伸，既
提升了我国本土生产要素的使用效
率，也有效提升了美国、欧盟、日韩
乃至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生产要素的使
用效率。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例，我国
纺织服装产品出口额的迅速增长，实
际上是欧美发达经济体服装设计能力
和品牌营造能力、东亚整体化学纤维
制造能力和我国服装生产能力的共同
体现，有效地带动了各国各个环节产
出规模的增长。各国在供给侧的这种
密切分工协作关系一旦被打破，全球
生产效率将大幅度下降，各国均将从
中受损。正如 2018 年 4 月份高盛集
团的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假设总体
需求和生产不变，至少需要5年时间
并且投入300亿美元至350亿美元的
资本，才能完全将手机制造业从中国

转移到美国，届时手机生产总体成本
将增长37%。

第四，中国为推动全球经济合作
模式创新、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作
出了巨大贡献。我国一直是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在
G20 峰会、WTO 《贸易便利化协
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全球经
济治理机制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针对世界银行、自由
贸易协定等传统全球经济合作模式中
相对注重各个具体领域的规则规范，
而相对忽视战略框架合作、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融资方式创新等不足，我国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积极探讨新的
合作模式，具体包括共同编制顶层战
略合作规划、主动倡议或积极参与设
立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新型基础设施
融资机构、创新基础设施融资模式、
探索共建新型产业园区等，为深化全
球经贸合作，特别是促进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年6月
份，世界银行在《“一带一路”经济
学：交通走廊发展机遇与风险》报告
中称，“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
可帮助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日
均生活费低于 3.2 美元），使全球贸
易额和全球收入分别增长 6.2%和
2.9%。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
外经济研究所新兴经济体研究室副
主任）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
李大伟

本报合肥7月 28日电 记
者白海星报道：7月28日，安徽
财经大学服务安徽经济社会发展
系列研究报告 （2019） 正式发
布。其中《安徽经济发展研究报
告》 显示，2018 年安徽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取得重
要进展，经济增速在中部六省中
排第二，经济总量排第四。

本次发布的安徽经济社会
发展系列研究报告 （2019） 共
8部，包括《安徽经济发展研究
报告》《安徽贸易发展研究报

告》《安徽财政发展研究报告》
《安徽投资发展研究报告》《安
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发展研
究报告》《安徽乡村振兴发展研
究报告》《安徽养老发展报告》

《安 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发 展 报
告》。系列研究报告基于翔实的
统计数据，立足安徽经济社会
发展现状，对安徽省经济社会
存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分
析研判，并就如何推动安徽省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均衡发展提
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通讯员
张伟雄报道：上半年西电东送电量同
比增长17%、省间市场化交易电量同
比增长 206.4%、向能源产业价值链
整合商转型的意见制订实施……记
者从南方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
年，南方电网各方面发展取得较好
成绩。上半年南方电网公司西电东
送电量达1029 亿千瓦时，首次在度
夏前突破千亿大关，增长 17%；在
今年来水同期偏多的形势下，该公
司落实清洁能源消纳 24 条举措，增
送云南富余水电 196 亿千瓦时、云
贵水火置换 11 亿千瓦时，全网非化
石能源电量占比 52.5%，同比提高
6.4个百分点。

海 南 联 网 二 回 工 程 的 成 功 投
运，首次将云南清洁能源送至海
南；南方区域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稳
步推进，广东电力现货市场在全国
率先转入结算试运行，上半年省间
市场化交易电量 243 亿千瓦时，占
西电东送总量的 22.4%，同比增长
206.4%；完成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
投资 160 亿元，农村电网 3 大指标
均已达到国家要求。

据介绍，下半年南方电网将推
进云贵水火置换、云电送桂、云电
送琼，最大限度消纳西部富余水
电；紧盯年底前完成新一轮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任务的目标。

本报河北唐山 7 月 28 日
电 记者宋美倩报道：28 日，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
心、国家应急管理部国际合作交
流中心、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员
会、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唐山市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2019 中
国·唐山国际应急管理大会，在
河北唐山开幕。

据介绍，本次大会是目前
国内首个以应急产业为重点的
国际性应急管理大会。会议以

“新体制、新技术、新产业”为
主题，集中探讨国内外各类灾

害、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
预防及解决方案；展示紧急救
援装备、技术和安全生产类仿
真 模 拟 培 训 系 统 等 产 品 及 技
术，通过国际间先进应急高端
管理经验交流，推动应急管理
领域的创新发展，打造应急管
理高端服务平台，全面提高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

会议同时还举办主旨演讲、
展览展示、专题研讨、应急演
练、应急专题培训、应急产业招
商洽谈和全国防震减灾示范城市
合作框架协议签约等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黄俊毅报道：
7月28日，我国首个“野生动物与
自然保护地学院”在东北林业大
学揭牌。

自然保护地是我国自然生
态系统最重要、最精华、最基本
的部分，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
居首要地位。上世纪 80 年代以
来，我国先后建立了以保护野生
动植物资源和各类生态系统为
目的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等 十 几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自 然 保
护地。

此次成立东北林业大学野

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是东
北林业大学对国家层面加强生
态建设总体布局作出的积极响
应。今后学院将在保持原有研
究与发展优势的基础上，着重开
展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与有效
管理、自然保护地生态安全保护
与资源监测、自然保护地社会治
理与发展的相关研究，用科研成
果为国家保护地建设的顶层设
计建言献策，以科研项目和技术
服务的形式对本地区乃至全国
的资源保护和保护地事业的科
学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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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上半年西电东送
电量达 1029 亿千瓦时

中国·唐山国际应急管理大会开幕

我国首个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揭牌

近年来，福建省政和县因地制宜发展光伏农业，一个“棚上发电，棚下种植”
的现代光伏农业园已在政和县东平镇初步建成。该项目占地约2000亩，集光伏
发电、农业生产、农业观光于一体，年发电量约9000万千瓦时，所发电量并入国
家电网，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了新途径。这是政和县东平镇现代光伏农业
园（7月28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现代光伏农业
助力农民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