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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多点开花”，经济总量逐渐
跃升……近年来，中部地区发展逐渐从中心城市“一马当先”
步入城市群协同并进、“你追我赶”的新阶段，城市群对中部崛
起拉动作用日益凸显。

中心城市驱动区域发展“马阵追赶”

金秋九月，武汉新洲阳逻港一片繁忙，巨大的门机、桥机
正开足马力装卸货物。近 5 年来，武汉平均每年新增一个千亿
元产业。从 2014 年开始，武汉市 GDP总量已突破万亿元，重
返“新一线城市”行列。

城市辐射力，关键在产业。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吸引资源
和产业集聚，进而拉动区域整体发展，逐渐成为中部地区破解

“中部塌陷”的一大路径。
合肥近年来主攻新型显示产业，逐渐形成涵盖上游装备、

材料，中游面板、模组以及下游智能终端的完整产业链，从业
企业超 70家，完成投资超 1200 亿元。

安徽省经信委主任牛弩韬说，合肥都市圈以 19% 的国土
面积集聚了 25% 的人口，创造了 34% 的地区生产总值，核心
带动作用日益突出。

今年伊始，南昌就召开全市产业推进大会，全市上下强攻
工业。今年上半年，南昌市 GDP、工业投资等 6项指标增速位
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发展势头强劲。

武汉、郑州跻身“国家中心城市”；长沙经济总量接近万亿
元；合肥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中部省会城市发展

“一马当先”，驱动地区竞争日益“白热化”。

互联互通牵引中部“新增长”

以合肥为中心构筑高铁 1 小时通勤圈，以郑州为中心构
筑高铁“半小时”核心圈，长株潭城际铁路、武九高铁开通运
营……近年来，中部城市群内部以及城市群之间互联互通，中
心城市辐射范围日益扩大。

除此之外，中部城市群还推动公积金异地互认、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等生活一体化建设，形成城
市群协同发展的“牵引力”。

“生活圈”拉近助推中部“经济圈”做大。过去三
年，武汉、长沙、合肥和南昌四座城市企业相互投资数量
就增长了五成至一倍。今年 4 月，这四座城市进一步商

定，通过基础设施联通化、产业发展协同化等举措，推动
协调发展。

作为中部地区一体化探索的先行者，2016 年，长株潭三
市以占全省 12 . 8% 的土地，实现全省 43 . 8% 的 GDP、40 . 3%
的地方财政收入，成为带动湖南发展的重要引擎。

城市群发展助推中部经济体量逐年跃升，在全国经济版
图中地位不断提高。

寻求城乡一体化“新突破”

中部地区是我国外出务工人员主要流出地。落实 3个 1
亿人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引领新型城镇化，中部大有可为。

去年底国家公布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 至
2025 年)》中，中部被赋予“一中心、四区”的新战略定位。其中
一个定位便是“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

在中心城市驱动下，中部城市群产业分工协作日益增强，

劳动人口有了更多就地就业机会。以南昌为例，近年来当地
大力发展智能手机制造，逐步形成完整产业链，目前手机零
部件产品 80% 可在南昌或周边配套。一些配套企业逐渐外
溢至周边县市。

依托城市群发展，中部一些地区还积极探索特色乡镇
建设，并鼓励其先行先试、大胆探索。

位于晋东南的巴公镇，曾是传统煤铁大镇。两年前，巴
公镇入选国家第二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推行扁平化管
理。巴公镇设立的山西首家镇级金库，去年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过亿元，一批路网改造等民生事业启动，逐渐实现“由镇
到城”华丽转身。

产业发展“多点开花”，城乡公共服务日趋均等化，助推
中部地区城镇化率稳步提高。

以产兴城，产城融合。中部城市群正在谋求“新突破”。
(记者：余贤红、李思远、董雪、梁晓飞、刘良恒、付昊苏)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记者史竞男、白瀛)港珠澳大桥、
胡麻岭隧道、郑万铁路、复兴号等超级工程惊艳世界，加快了我
国现代化进程；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大
显神通，让百姓生活更加便捷……由中宣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
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日前在央视热播，300 分钟彰
显中国五年辉煌。

全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脉络，
分为《圆梦工程》《创新活力》《协调发展》《绿色家园》《共享小康》

《开放中国》六集，全面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厉害了我的国！”“为祖国骄傲！”播出后，该片赢得了社会
各界的热烈反响。荧屏上呈现的一个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超级工
程”、一项项震惊全球的“世界之最”、一组组美不胜收的航拍镜
头，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怀。

“中国又收获了一个大国重器！尖端技术如同粮食，端自己
的饭碗才会香甜。”当电视画面中出现国产大飞机 C919首飞成
功的身影时，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如此
点评道。

作为创新案例之一的摩拜单车员工也集体收看了纪录片
《辉煌中国》。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摩拜单车首席执行官王晓峰

收看后感慨万千：“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式创新涌现，这
些中国式创新，在中国取得成功之后，也开始走出国门。”

来自意大利米兰市的安东尼奥·多托利正是中国共享单
车的受益者。他表示，中国开创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共享单车
模式，已逐渐推广到全球，引领着生活方式的变革。

“创新是我们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再次焕发出撬动地球的
力量。而作为中央企业的代表，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在当前
波浪壮阔的创新创业大潮中，坚持走高技术建设之路，以独占
鳌头的冶金技术自觉支撑起推动中国钢铁工业由大转强的国
家责任。”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得知《辉煌中国》纪录片播出的消息后，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文霭杰女士特意抽出时间观看了《协
调发展》这一集。她说，消除贫困是全世界面对的共同难题。中
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为全
球减贫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山西太原，一到晚上 7 点半，来自四面八方的出租车司
机不约而同地来到充电站，观看《辉煌中国》。听说太原的电动
出租车上央视了，大家纷纷表示要趁着充电和吃饭的空当，看
看绿色太原的飞速发展。太原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将全市
8200 多辆出租车全部换成电动车，现在是全世界拥有电动出

租车最多的城市。
“前几年根本不敢穿浅色衬衣，半天就黑了。但是现在不

一样了，我们出租车司机全是白色衬衣，特别精神。”太原出租
车司机李怀利说，“电动车零排放，这是实实在在的改变和舒
心。”

家住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结古社区的次成，是玉树地
震后的搬迁户，这几年来的城市新生活让他对《共享小康》一
集感触最深。“以前在牧区，都是平房，每天见到最多的是牛
羊，生活方式单调。如今生活在城市，出门就有公交车，自来水
通到了房子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晚上吃完饭可以到小区的
广场跳舞，生活更加丰富了。”次成看过纪录片更增添了信心：

“今后，还要继续努力，早日实现我的小康。”
“我们党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科

技转化成果服务于民，让民生工程落到实处惠利于民。”江西
萍乡市纪委 80 后年轻干部许超宇说，纪录片让他感到振奋和
自豪，将以百倍的热情迎接新的挑战，为民族复兴、祖国圆梦
贡献力量。

一名微博网友说：“这几天在看《辉煌中国》纪录片，深感
中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我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辉煌中国
你我共筑，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还要继续奋斗、砥砺前行！”

中 部 崛 起 写 华 章

协同并进，城市群拉长中部“身高”

俯俯瞰瞰武武汉汉城城市市一一景景（（ 22001166 年年 44
月月 2288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程程敏敏摄摄

位于我国中部的太行山、大别山、罗霄山，是承载着中
国人民革命史的三条“红色山脉”。短短 5 年，太行山、大别
山、罗霄山等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干部群众因地制宜，纵
深推进精准脱贫方略，老区面貌焕然一新，大批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致富。

太行山：“太行精神”再现脱贫攻坚战场

太行山曾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太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
铸就了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太行精
神”。如今，在脱贫攻坚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太行儿女续写
着“太行精神”的新篇章。

左权县是太行山区典型的革命老区和贫困县。近年来，在
这片以抗日将领名字命名的热土上，充分运用脱贫攻坚带来
的政策、资金资源，加快林业发展，最大限度让贫困群众在林
业生态建设中得到实惠。

“春季跟着合作社种树，平时照管树林，一年下来收入
5000 多元，如愿脱贫。”左权县麻田镇村民杨文秀因供孩子上
学一度成为贫困户，仅靠三亩地的收入，生活难以为继，成为
生态护林员后，既有了稳定的收入，又有了体面的工作。

在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像左权这样的贫困县还有
很多。山西省委提出，2017 年至 2020 年，山西要实现 144 . 2
万贫困人口脱贫、58个贫困县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大别山：“一棵草、一只羊、一片茶”的扶贫

9 月 12 日下午，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
蕲州镇银山村 62 岁的村民李华，将一车茅草、秸秆卖给蕲春

凯迪生物质发电厂，获得 160 元收入。4 年多前，李华的儿子
不幸去世，老两口带着刚出生的孙子，没有经济来源，本是贫
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据黄冈市 2014 年统计，黄冈市共有 892个贫困村，贫困
人口为 102 . 83 万。如何找准优势产业让贫困群众在劳动中
创造财富？顽固的穷根，能不能在山水开发中挖断？一系列问
题困扰着大别山人民。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蕲春县引进凯迪绿色能源公司，并
制订“ 1151”精准扶贫计划，即在全县建设 100 个村级收购
点，成立 100 家生物质燃料产销专业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带
动 50 户贫困户，每户贫困户增收 1 万元以上。目前，杂草变
成了“金条”，成为精准扶贫的有效产业，带动了全县 5000
户增收脱贫。

去年，李华仅割野草这一项就增收 3 . 7 万元，实现了脱
贫。今年，李华添置了三轮车等工具，准备“大干一场”。

蕲春的“一棵草”是大别山地区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的一个
缩影。此外，还有“罗田一只羊”“英山一片茶”“麻城一朵花”

“红安一斤薯”等特色扶贫产业，实施公司+大户、农户等方
式，带动贫困户增收。

“通过这些产业扶贫，带来了市场化理念和先进技术，为
贫困户授‘渔’，彻底解决脱贫难题。”黄冈市政府副秘书长、脱
贫办主任方荣介绍，截止到 2017 年初，黄冈市仍有存量贫困
人口 47 . 73 万人，通过 4 年多的扶贫攻坚，已实现 50 多万贫
困人口脱贫。

罗霄山：干部“辛苦指数”换百姓“幸福指数”

“鸡鸣三省，水注三江”，汝城县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

处。记者在汝城县边远少数民族山村旱塘村采访时，郴州市
分管扶贫工作的市委副书记陈雪楚正在村里新建的茶园与
农民交谈。

建茶园资金从哪里来，茶园效益如何，销路怎么样，能
给农户人均带来多少收入，没有入社的贫困户如何增收，还
存在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合作社负责人何培生感慨：“没
想到市里领导会问得这么细。”

不仅仅是在旱塘村，无论是发展产业还是易地搬迁、教
育培训，整个罗霄山片区均注重提高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
确保稳固、长远脱贫。

18 岁的邓滨是罗霄山片区贫困县宜章县长村乡东溪
村人，今年考上了重点大学。“要是没有县里的助学金，小孩
怕考不了这么好，也不会这么开朗。”邓滨的妈妈李兰芬说。

宜章县在校学生 103830 人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多达 13310 人。宜章县多方筹措资金对贫困学生实行资助
全覆盖，除做到应帮尽帮、该补则补、应免尽免外，还要求
老师与贫困学生结对帮扶，进行课业辅导、心理疏导。

对于罗霄山片区扶贫，湖南省市县乡除向贫困村派出
扶贫工作队驻村帮扶外，还广泛发动党员干部与所有贫困
户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找准原因，想好对策，抓实脱贫。以
干部的“辛苦指数”换百姓的“幸福指数”成为各级干部的共
识。

通过持续的脱贫攻坚战，据统计，截止到 2016 年底，位
于罗霄山片区的湖南省 6 个县贫困人口为 16 . 4 万，而
2013 年底的统计数据为 36 . 9 万。这意味着，这里已有 20
万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

(记者徐海波、王飞航、陈文广、姜刚)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因地制宜，中部“红色山脉”打响脱贫攻坚战

辉煌中国 你我共筑
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

引 起 热 烈 反 响

新华社上海 9 月 25 日电
(记者周蕊、高健均、陈寂)一边
是“动动指头”就能享受送上门
的商品，一边是丢弃的塑料袋

“堆积如山”——— 随着“互联网
+”的兴起，外卖和快递领域逐
渐成为塑料袋使用“大户”，并
且迅速成为“限塑令”的“新盲
区”和“重灾区”。

相关人士认为，要解决这
一难题，实现绿色发展方式，不
仅需要减量使用塑料袋，更要
提升其“绿色含量”。

“互联网+”行业成

“限塑令”“新盲区”

提起“限塑令”执行不
严，你想到的还只有农贸市
场和街头摊贩，或是超市里
由于无人监管而被疯狂拉扯的
免费连卷袋？其实，随着“互
联网+”的兴起，垃圾桶里堆
积的废弃塑料包装品很多来自
外卖和快递。

互联网研究机构易观国际
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
季度，中国互联网餐饮外卖市
场规模达 358 亿元，同比增幅
达 96%。《 2016 年邮政行业发
展统计公报》显示，快递服务企
业 2016 年业务量达 312 亿件，
连续 6 年年均增长超 50%。

然而，动动手指、足不出户就能坐享美食、穿上新衣的
“互联网+”新行业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白
色污染。

记者走访北京汇通时代广场一栋商用楼时看到，消防
通道内一个共用垃圾桶中使用过的外卖餐盒和塑料袋已经

“溢出”，放不下的餐盒和垃圾袋被放置在垃圾桶周围。
负责楼道保洁工作的齐爱玉说，这两年，叫外卖的人越

来越多，垃圾基本都是餐盒和塑料袋，全都扔在大垃圾桶
里，给保洁人员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快递行业的飞速发展，同样不可避免地消耗着天量
的包装材料，这其中的塑料袋更是不少。为了避免在运
输过程中产品被撞坏，越来越多网店给小小的商品先包
上几层厚厚薄薄的塑料袋，接着捆上缓冲物，然后装进
纸箱中。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消耗塑料袋 82 . 6
亿个、包装箱 99 亿个，被用于快递包装的塑料袋等绝大多
数无法降解。而根据专家测算，生产 1 吨塑料袋需消耗 3 吨
以上石油。

“新盲区”为啥难治

记者调查发现，监管无据让“互联网+”带来了“限塑
令”“新盲区”，而垃圾分类执行多年效果不佳，更使得原本
可以循环利用的材料面临无法再生的难题。

根据国家规定，从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
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 0 . 025 毫米塑料购物袋；所
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
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东部地区一位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说，“互联网+”
的消费场景往往是商家与消费者直接“点对点”的连接，而
这种连接很多时候还是异地甚至跨国的，这就给监管带来
了新的难题。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秘书长唐艳菊
说，如果收集外卖和快递包装的服务点设置合理，配套条件
齐全，规模收集具有很大的市场价值。“在理想条件下，这些
包装能形成绿色闭环和可循环闭环，但实际上很难将这类
材料分门别类回收再利用。”

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教授戴铁军说，虽然可
降解塑料袋比不可降解塑料袋对环境的友好程度更高，但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消费领域无害包装材料使用还很不
够。

要减量化更要提升“绿色含量”

专家建议，实现绿色发展方式，不仅需要加强宣传，改
变公众消费习惯，消除监管难点，实现减量化，更需提升塑
料袋的“绿色含量”。

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建议，通过推广使用纸袋、可降解
塑料袋，或者简易打包的方式减少塑料袋的使用。同时，通
过各类宣传让公众意识到白色污染的严重性，树立环保意
识，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逐渐养成少用、不用和重复利用塑
料袋的习惯。

戴铁军建议，应加密法律法规的“篱笆”，明确生产者、
销售者、消费者等各个环节的责任和义务，推动建设一套完
整的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

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自我加压”，提升塑料袋等包装的
“绿色含量”。如京东成立了物流包装实验室，研发新型环
保材料，推出在堆肥条件下 3个月内可分解为二氧化碳和
水的全降解包装袋，推广使用后可以减少大量白色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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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色 发 展 绿 色 生 活

﹃
互
联
网+

﹄行
业
成﹃
限
塑
令
﹄﹃
新
盲
区
﹄难
题
怎
解

要
减
量

更
要
提
升
﹃
绿
色
含
量
﹄

动动手指就能

坐享美食 、穿上新

衣的“互联网+”新

行业在给人们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加

剧了白色污染

实现绿色发展

方式，不仅需要加

强宣传，改变公众

消费习惯，消除监

管难点，实现减量

化，更需提升塑料

袋的“绿色含量”


	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