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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日前，天津公布了 2019 年上半年经
济数据：全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6%；增
速分别比去年全年、今年一季度快 1.0 个
和 0.1 个百分点，连续 6 个季度稳中向好。
这个成绩与其他省份相比也许不算
耀眼，对天津而言却是来之不易，极大地
提振了天津广大干部群众的发展信心。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经过接续接力
发展，天津汇聚了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石
油化工、汽车工业、智能科技、生物医药、
新能源新材料等七大优势产业，
已成为高
端产业的集聚之城。
然而，在新形势下，天津经济的缺点
也逐渐显现出来：产业结构不合理，体制
机制不灵活，民营经济相对薄弱，国有企
业运行效率不高……2017 年，天津经济
增速为 3.6%，全国倒数第一；2018 年增
速仍然垫底。天津痛定思痛，认真检视自
己发展中的不足。
面对不足及由此带来的压力，
天津增

强发展定力，强调不片面追求 GDP 增长
速度的“面子”，而要追求高质量发展的
“里子”。
“我们要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
基地，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天津市
市长张国清对记者说。
今 年 上 半 年 ，天 津 市 工 业 增 加 值
4170.48 亿元，汽车制造业增长 11.7%，医
药制造业增长 18.9%，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增长 16.0%。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规
模以上工业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5%，快于天津市工业增速 3.2 个百分
点，占比为 32.3%；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长 5.0%，快于天津市工业增速 1.7 个
百分点，占比为 20.9%。
在天津，全球首款脑机接口专用芯片
“脑语者”正式发布，
世界首个人工智能供
热解决方案落地应用，
“海燕”水下滑翔机
下潜深度刷新世界纪录，12 英寸半导体
硅单晶体打破国际垄断……
这些成绩的取得，
得益于天津经济发

展的“新方阵”，用数字表示就是“1+4+
6+X”：以智能科技为引领，以人工智能、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4 个新兴产
业为重点，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高端
装备、航空航天、节能环保、现代石化等 6
个优势制造业为支撑，以量子信息科学、
新一代能源技术、先进材料、生命健康等
若干未来产业为增长极。
天津在构筑
“新方阵”上，
一手抓传统
产业优化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引进落
地，
逐步实现智能技术在传统制造业企业
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仓储、售后服务
等环节的深度应用，
建设了一批典型智能
工厂和数字化车间。
“在爬坡过坎中，天津咬住青山不放
松，通过智能化、信息化等新技术的提
升改造，让传统制造重放异彩，现代生
产性企业汇集，增速稳中有升。”中国人
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2017 年至 2019 年，天津累计为企业
减税降费 1057 亿元，这还不包括营改增
的减税以及今年实施的增值税减税和下
调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
这是天津积极优化营商环境的众多
努力之一。近年来，天津深化减事项、减
材料、减环节、减证照、减时限“五减”改
革，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减少了 80%，对于
保留的权力清单全面实行网上办、马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
大力实施天津港口岸
降费提效、优化环境的专项行动；实施一
站式阳光价格，
一次缴费，
全港通行，
全面
优化港口作业和通关流程，
全面取消二次
集港，
加速建设智慧港口。
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让天津成为各方
资金青睐的投资热土。天津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总经济师周胜昔表示，成本的洼
地，造就了投资的高地。今年上半年，天
津投资增速达 17.4%，成为全国最高的地
区之一。

第二十六届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开幕
本报北京 8 月 21 日讯 记者姜天
骄报道：8 月 21 日，第二十六届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暨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节
在北京开幕。
来自 9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0 多家
展 商 参 加 了 书 展，国 际 展商比例超 过
60%，现场展出 30 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
的图书。其中，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
的“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精品出版物展”
通过精品图书展、进出口精品出版物展、
精品期刊展、新中国图书版本展四大板
块，集中展示了一批优秀主题出版物，
营
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浓厚气氛。
据介绍，图博会自 1986 年创办，已
成功举办 25 届，是我国重要的国际书展
和国际版权贸易平台。
右图 读者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现场挑选图书。本报记者 赵 晶摄

“跑腿小哥”也能月入过万

江西鹰潭：

——天津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纪实

物 联 网 产 业 渐 成﹃新 势 力﹄

不求高速度的“面子”夯实高质量的“里子”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通讯
员徐卫华报道：
立秋已过，
但天气
依然炎热，江西鹰潭市高新区智
联小镇施工现场施工正酣。昔日
的红石岗上机械轰鸣，首期起步
区 3.6 平方公里“六通一平”紧张
推进，
一座座标准厂房拔地而起，
总投资 70 亿元的中车智慧旅游
交通装备、中临鹰智能装备产业
园项目正紧锣密鼓建设中……
智联小镇火热的建设现场折
射出鹰潭这个江南小市发展物联
网产业的壮志。随着一个个重大
项目陆续落地，这个以物联网产
业为主题的特色小镇，正一步步
从规划图纸走向现实。
鹰潭市是新一代宽带无线移
动通信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
转移转化试点示范城市，被列入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移动物联
网）示范基地”和“江西省第二批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目前，
鹰 潭 全 市 建 成 NB- IoT 基 站
1099 个、eMTC 基站 962 个，年
底将建成 5G 基站 530 个，今年 9
月将正式提供 5G 服务，
移动物联
网网络覆盖密度和质量全国领
先。智慧政务、智慧水务、智慧消
防、智慧交通、智慧路灯、智慧停
车等 43 个类别的物联网应用场
景已经走进当地群众的生活，物
联网终端连接数 110 多万个。
“发展物联网产业，
我们最缺
的就是人才。”鹰潭市委书记郭安
告诉记者，作为一个人口仅 130
万的内陆城市，
这两年，
鹰潭先后
建成中国信通院鹰潭物联网研究
中心、北航鹰潭研究院、华为（江
西）物联网云计算创新中心、5G
创新应用研究中心、鹰潭移动物联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综合服务中心等各类服务平台 44 个。
这些全国领先的网络和公共服务平台，像一把“密
钥”，打开了鹰潭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大门。更犹如“助推
器”，
支撑着鹰潭物联网产业快速集聚。这几年，华为、欧
菲、中车、浪潮、鹰眼科技等 30 余家知名物联网企业纷纷
投资鹰潭。物联网产业在当地不断集聚，一大批物联网
产品陆续走向市场。
鹰潭一些本土企业也通过嫁接物联网技术，成为物
联网产业新晋
“网红”。走进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展厅，光电、无磁、超声波等系列物联网水表琳琅满
目。该公司与华为合作研发的基于 NB-IoT 通信技术的
全球首款户用物联网超声波水表，不仅通过了中国泰尔
实验室通信质量认证，还获得澳大利亚国家计量院认
证。另一家本土企业众鑫成铜业有限公司，则利用物联
网技术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使生产效率提高 15%
以上，
成本下降约 10%。
前不久，2019 江西国际移动物联网博览会在鹰潭举
办，吸引了大批专家以及 83 家移动物联网领军企业和机
构参展。在这次博览会上记者了解到，鹰潭全市物联网
企业已达 214 家，今年年底全市物联网相关产业产值有
望突破 400 亿元。物联网产业正为当地高质量发展注入
不竭动力。

向新兴产业要就业增量

本报记者 杨子佩

佘 颖

一家大部分人没有听说
过的“跑腿”公司，竟然有注册
跑腿小哥 207 万名，新兴产业
吸纳就业的能力可见一斑。
如 今 ，蓬 勃 发 展 的 新 业
态 拓 宽 了 就 业 空 间 ，数 字 经
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领
域用工需求大幅增长，成为稳
就业的一块基石。
跟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
新兴经济，
尤其是平台经济、
共
享经济，就业门槛并没有那么
高。外卖、网约车，大都只需要
简单技能就能从业，非常适合
在当下消纳部分劳动密集型产
业转型后出现的富余劳动力。
还有更多领域等待发掘，
比如养老、
托幼、
家政等现代服
务业，收拾家务、做饭、照顾孩
子，这些基本技能通过新兴互
联网对供需的“撮合”，都可以
变成就业谋生的手段。这既是
创业的机会，
也是就业的潜力，
创业者、管理部门和求职者都
应该重点关注，
积极挖潜。
就算是高精尖的高端产
业，生产规模扩大之后，也会需要大量技工，而
这些产业也有部分岗位的门槛并不高。
比如说，
人工智能可谓高端，
但是在贵州铜仁大山深处，
就有一群农村妇女在为人工智能要学习的内容
打“标签”，
帮助机器识别路标信息、
人、
猫、
花等
各种事物，
她们自己也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真正的高技能人才不缺工作，迫切需要解
决就业问题的往往是一些相对缺乏“一技之长”
的劳动力。相关部门应该针对平台特征，寻找
本地劳动力能够介入的环节，有意识地组织劳
动力加强技能培训，以帮助他们尽快加入新兴
平台，
搭上新兴经济发展的快车。

今年是 26 岁的张天宇成为“跑
腿小哥”的第 5 个年头，
“ 之前没有固
定工作，日子过得很紧巴”。张天宇
说，现在跑腿工作虽然辛苦，
但月收入
已经过万了。
近年来，一些“新业态”企业逐渐
成为用工大户，如郑州时空隧道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旗下运营的“UU 跑腿”
业务，截至今年上半年，
全国注册跑腿
小 哥 达 207.04 万 名 ，仅 在 河 南 就 有
37.1 万名，已经从一家创业公司成为
吸纳就业不可小视的力量之一。
“在我们众多跑腿小哥中，大概
20%的人是全职做这份工作，他们年
龄在 33 岁到 42 岁之间的居多，在一
线城市的平均收入能达到约 1 万元，
剩下将近 80%的人以此为兼职，根据
自己的时间灵活工作。”UU 跑腿创始
人乔松涛说。

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拓宽了就业空
间，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
等领域用工需求大幅增长，总体呈现
供不应求的现状。“今年前 5 个月，
河南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分别增长 11.4%、8.6%，分别
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 3.0、0.2 个百
分点。”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就业促进局局长杨昆锋介绍，“新
动能催生新业态，新业态创造新岗
位，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
进，预计新业态用工需求还会进一步
增加。”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
业促进局副局长张水泉说，在加强职
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建设、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的同时，河南还着力发挥创
业带动作用，
持续发挥创业培训、创业
担保贷款、孵化平台建设、创业辅导

“四位一体”创业服务体系作用，深入
推进网络创业培训和新型创业实训，
实现了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动态平衡。
“在今年 5 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对 2018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的通报中，河
南是唯一连续两年被列为落实鼓励和
支持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工作力度大，
促进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等任务完成较好的省份。”河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
局副调研员高伍介绍，下一步河南将
利用好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
倾斜和支持，
着力抓好就业创业服务，
加大河南省“互联网+就业创业”信息
系统推广应用力度，整合调动社会资
源，提升人力资源配置能力，促进统
一、开放、公平、诚信的劳动力市场机
制更加完善。

河 南 ：稳 企 业 保 就 业
本报讯 记者杨子佩报道：今年
以来，河南省将支持实体经济作为稳
就业的重要举措，出台各种措施推动
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平稳发展，以此
夯实稳就业的基础。
为缓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困难
等问题，河南聚焦企业关切，
加大工作
力度，确保减税降费政策不打折扣落
地见效。同时加大“放管服”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力度，努力保持新注册市
场主体增长态势，以提高企业活跃度
带动更多就业。
“我们把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落

实到位来夯实稳就业的基础，比如去
年 10 月份对多氟多公司吸纳 6 名贫
困劳动力拨付金额约 4.4 万元。”河南
焦作市中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长段喜梅说，
为加大稳企稳岗力度，
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该局还对符合
政策范围和申请条件的企业发放稳岗
补贴，每年可按不超过该企业及其职
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
由失业保险给予稳岗补贴。
“面对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和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河南人力资源市
场的表现好于预期，就业没有受到明

显冲击。”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主任科员李仁帅说，从网络招聘市
场情况看，今年第二季度民营企业发
布招聘职位数量占职数总量的
56.9%，
需求人数达到 86.77 万个。
今年上半年，河南城镇新增就业
71.64 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 65.12%。
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 19.52 万人，完
成任务的 78.1%；就业困难人员实现
就业 6.59 万人，完成任务的 82.33%；
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 37.3 万人，完成
任 务 的 93.25%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2.96%，
继续保持在合理可控区间。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活动
新 闻 中 心 9 月 23 日 运 行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今年 10 月 1 日前后，北京将隆重举行庆
祝活动，热情欢迎中外记者采访。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
周年活动新闻中心设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将于 9 月 23 日
开始正式运行。为便于中外记者采访，新闻中心将负责
接待前来采访庆祝活动的中外记者，组织新闻发布会和
记者招待会，
联系安排中外记者采访活动，
并开设新闻中
心官方网站和微信公号，为记者采访报道庆祝活动提供
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技术保障。
为方便香港特别行政区记者、澳门特别行政区记者、
台湾地区记者和外国记者提交采访申请，大会开通记者
报名注册系统（域名：http：
//reg70prc.zgjx.cn），欢迎港
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通过该系统提交报名注册申请。采
访申请受理时间自 2019 年 8 月 22 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8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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