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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采用定基指数方法，
初步测算了2015—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数据显
示，2015—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分别为123.5、
156.7、210.1，分别比上年增长 23.5%、26.9%和 34.1%，呈逐
年加速之势。在经济转型升级时期，新动能指数以更加直观
有效的方式呈现产业形态及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为观察中
国经济真实情况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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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就是利用新产业、新
业态、新商业模式等活动的基础数据构建而成的
复合指数，用来反映经济新动能发展趋势和进
程。目前新动能指数包括五个分类指数，即网络
经济指数、经济活力指数、创新驱动指数、转型
升级指数、知识能力指数。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
研究所所长万东华介绍，“新动能指数”逐年攀
升，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加速发展壮大，经
济活力进一步释放，成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以及固定宽带和移动网
络的不断提速，网络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进 一 步 凸 显 。 2017 年 ， 网 络 经 济 指 数 高 达
362.1，对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的贡献为 34.5%。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广泛开展，经济发
展新活力被大大激发。2017 年，经济活力指数
为 284.3，比上年增长 38.4%，对总指数的贡献率
为 27.1%。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创
新发展和提质增效加快见效，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升级。2017年，转型升级指数为 132.3，比上年增
长6.4%，对总指数的贡献率为12.6%。其中，规模
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高技术产品出口额、新兴服务业实现营
业收入等反映新经济的指标都比相应的传统综合
类指标表现抢眼。

新旧动能有序转换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尽管反映 2018 年新动
能情况的数据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出炉，但新
动能指数对于反映新旧动能转换却有着很重要
的意义。中国传统动力高速扩张期逐渐过去，
新动能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不可忽视
的力量。

“无论是网络经济，还是新登记市场主体数
量；无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还是新兴服务业，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所关注
的角度无疑与中国经济深层次的技术进步、结
构调整密切相关。目前发布的指数，也印证了
新动能持续增长的现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说。

从 2018 年的情况看，中国各地新动能正在加
速培育。在广东，雪松控股集团充分利用自身在
大宗商品领域的客户基础和行业经验，积极建设
大宗商品闭环供应链平台，深度服务垂直产业链
中的各个环节，构筑集上下游企业、仓储、物
流、资讯、期货于一体的大宗商品闭环解决方
案；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围绕大数据、大物
流、大旅游、新材料、新能源等新经济发展方向
进行针对性招商，吸引了华为、苹果、优刻得、
百度、阿里巴巴等一批知名企业入驻，夯实了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不论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
新旧动力正在有序转换。

政策制定更精准

“新动能指数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其能够
更好地反映出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变化，而且
还反映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理念和思路的转变。”张
立群说，一方面，新动能指数可以及时反映前一
个阶段改革、创新、开放等方面政策的落实效
果；另一方面，也将为下一步的政策完善提供重
要的方向指引和决策参考。

在实践中，各领域经济政策也纷纷向呵护新
动能、培育新动能看齐。例如，国家发改委、商
务部积极推动缩小负面清单长度，不断地提升市
场准入政策的透明度和清单使用的便捷性，营造
更好的营商环境；银保监会改革完善金融机构监
管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鼓励金融机构把业绩考
核与支持民营经济挂钩；证监会指导上交所针对
创新企业的特点，鼓励中小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
等方式参与科创板投资，分享创新企业发展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下一步仍
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为新动能的加速成长创造更
有利的市场条件，使其更好地形成自我循环、自
我造血的良性运转机制。

“未来，新动能指数应该进一步考虑传统产业
自身改造升级的情况，更全面地反映实体经济中

‘新’的成分。同时，也可以将增长、就业、收入等综
合性强、认知度高的指标和维度纳入其中，使之更
好地反映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对经济增长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用。”张立群建议。

新动能指数：一个新视角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本季度，我们的海外游戏收入在游戏总收入
中的占比首次超过10%。”近日，网易CEO丁磊在
公司发布第三季度财报后兴奋地表示。数据的背
后，显示的是网易游戏国际化的重要进展。

不只是网易，近年来，中国游戏产业发展迅
猛，众多国产游戏不仅吸引国内玩家，同时也风
靡海外。不论是游戏数量、下载量还是综合收
入，国产游戏“出海”在各方面都表现不俗。与
此同时，游戏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在带动海外玩
家参与电子竞技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元素不断
走向世界。

游戏“出海”成绩不俗

国产游戏“出海”情况如何？我们可以先来
看一组数据：

相关统计显示，2017 年中国自主研发的网络
游戏海外市场收入达 82.7 亿美元。不久前出炉的

《2018年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表明，今年上
半年，中国自主研发网络游戏海外销售收入达46.3
亿美元，同比增长16%。中国“出海”游戏中，收
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已经增至243款。

举例来说，比如 IGG 旗下热门游戏 《王国纪
元》 上线两年多来已经在 85 个国家和地区的 App
Store 中拿下游戏畅销榜第一，全球营收已超过
8.25亿美元；国产武侠游戏《诛仙》移动版于2017
年陆续上线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的iOS

和 Google Play平台，一周内取得免费下载、畅销
榜双榜第一。中国游戏产品已经覆盖东南亚、欧
美、日韩、俄罗斯、中东等地。

“如果说现在你看到有外国网友在社交平台上
发帖子要求组队一起玩《王者荣耀》，真的不需要
太惊讶。因为许多中国的网络游戏尤其是手游已
经在国外拥有了众多粉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资深游戏迷、在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宏宇表示。

借力传播中华文化

“游戏为我打开了认识中国的一个新途径，我
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更感兴趣了。”在今年8
月的德国科隆游戏展上，来自当地的12岁男孩列农
克斯在体验完中国网络游戏《河洛群侠传》后，为其
中的武术招式、中国古典画面和传统音乐所吸引。

不只是《河洛群侠传》，许多国产网络游戏都
以中华文化为背景，将历史典故、名胜古迹、风
土人情等元素内化于游戏体验中。这样的形式深
受国外玩家欢迎。

比如中华美食游戏 《食物语》 网罗了佛跳
墙、孔府菜等中国各地美食，展现中国博大精深
的美食文化；网易推出的《绘真·妙笔千山》则融
入中国国画元素，以传世名画 《千里江山图》 为
背景，从古画中提取山水线条色彩，组成不同的
游戏场景；而《王者荣耀》更是把荆轲刺秦王、后羿
射日等典故融入其中，游戏中英雄的台词也透着浓

浓的“中国风”，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
这种方式让许多国外玩家在接受游戏本身的

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

做好落地抱团前行

在国产游戏“出海”获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
一些挑战。“由于一些游戏研发者对海外玩家习惯、
海外法律制度、文化习俗等缺乏足够了解，对海外
运营工作缺乏相应经验和能力，导致其游戏出现水
土不服等难题。”汇量科技（Mobvista）创始人兼CEO
段威表示，解决中国游戏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的问
题，需要中国企业抱团出海，做好海外运营。

在这一方面，部分国内的互联网平台起到了
作用。例如腾讯游戏平台 （WeGame） 就致力于加
强对中国“出海”游戏的引导和支持，帮助中国
游戏精准找到适合海外各地用户的沟通方式。

作为一个互联网平台，汇量科技依托大数据
分析和 AI技术，能够为国产游戏在海外落地精准
寻找客户群、广告投放平台、推广模式等。“目前
我们已建立起一个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平台，全球的广告展示数每月超过 3000 亿次，在
用户获取、精准营销和流量变现方面都可以帮助
国内游戏企业更好地落地海外。”段威说，除此之
外，他们在海外已设立 10余个办公室、搭建本地
化团队。基于对当地文化的深度认知，他们有信
心帮助国产游戏顺利打入当地。

国产游戏加速“出海”
张英君 柴逸扉

国产游戏加速“出海”
张英君 柴逸扉

日前，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千金镇纪委组织“剪纸话廉洁”等系
列活动，让基层干部群众接受廉政文化熏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图为南浔区千金镇纪委组织纪检干部和党员干部及家属代表共同创作
清廉主题剪纸。 沈勇强 项 飞摄 （人民视觉）

做剪纸 话廉洁

自2017年开始，北京市将首都核心区架空线入地任务作为全市重大的民生工程精心组织实施。截至目前，累计拆除架空线419千米，新建路灯9741
盏。图为11月29日，孩子们在首都核心区架空线入地任务图上查看新安装路灯的分布。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日前，中铁二十四局集团公司承建安徽淮北市创新大道东段暨泉山
隧道工程进展顺利。为确保合同工期内如期完成，公司采取了双洞双向
掘进的方案快速组织施工，克服了高边仰坡处理、围岩破碎易掉块、穿越
泥质粉砂岩浅埋段和断层破碎带等施工难题。图为该项目部常务副经理
赵亮（中）带队进行质量安全大检查，严把安全质量关。 赵 勇摄

攻难关 保质量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
（记者于佳欣） 记者 29 日从商务部
获悉，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和加勒
比国家经贸与投资合作发展迅速，
目前，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
伙伴国，拉美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
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

据介绍，2017 年，中国与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双边贸易额达到 2578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8.8% ； 今 年
1-9 月 ， 双 边 贸 易 额 同 比 增 长
20%，达到 2286 亿美元；2017 年，
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存量
达到3870亿美元，累计签订工程承
包合同额164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1129亿美元。

中国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本报北京11月 29日电 （记者
徐佩玉） 28日，由中宣部印刷发行
局主办的2018年全国印刷业绿色化
发展推进会在京举行。记者从会上了
解到，近年来印刷业绿色化发展取得
好成绩。截至今年11月，全国中小学
教科书连续 4 年实现绿色印刷全覆
盖，环保质量抽检合格率达到100%。

据悉，印刷业绿色化发展产业
链正趋于优化。截至2017年底，全
国实施环保治理印刷企业达 2.9 万
家，同比增长 92.9%，占全国印企
总数的 30%。新型印刷设备节能减
排功能更加完善，印刷原辅材料在

减量化、少排放等方面研发力度不
断增强。绿色纳米印刷等新技术新
应用不断探索，绿色印刷市场规模
持续扩大。

会上同时发布了由中央宣传部
印刷发行局、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多
机构联合编制的 《北京市出版物印
刷服务首都核心功能建设升级指
南》，要求建立完善多维保障体系，
形成科学合理的产能保障布局和动
态调整的产能保障机制，打造绿色
发展产业新体系、“互联网+”产业
新业态、提质增效产业新样板、共
建共享产业新模式。

中小学教科书环保质量合格率高

本报北京11月 29日电 （记者
叶紫） 人社部近日发布 《关于在工
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
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试
行）》，支持工程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
参评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称，同时鼓
励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

《意见》提出，在工程技术领域
生产一线岗位，从事技术技能工
作，具有高超技艺和精湛技能，能
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并作出贡献的

技能劳动者，可参加工程系列专业
技术职称评审。技工院校中级工
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 （技师）
班毕业，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
专、本科学历申报评审相应专业职
称。获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满 2 年，
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工程师；
获得技师职业资格满 3 年，可申报
评审相应专业工程师；获得高级技
师职业资格满 4 年，可申报评审相
应专业高级工程师。

高技能人才可参评专业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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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11月 29日电 （记者
鲜敢） 日前，随着年产 4 万吨青稞
米综合加工生产线的开机投产，西
藏技术最先进、加工能力最大的青
稞精深加工园区在日喀则市正式竣
工投产，将西藏独特资源转化为高
原特色农产品，推动西藏青稞产业
现代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据介绍，占地 146 亩的青稞精
深加工产业园区总投资达 8.23 亿

元，是西藏自治区政府重点扶持的
精准扶贫项目。园区主要规划了青
稞米综合加工、青稞精酿啤酒和饲
草加工等四条现代化生产线，采用

“科技+企业+农户”的生产模式，通
过“扶贫分红+劳务收入+订单收购
收益+社会帮扶”的方式开展精准扶
贫，为当地提供新增就业岗位 360
个，新增就业人员3000人以上，帮助
建档立卡贫困户月增收3000多元。

西藏4万吨青稞加工生产线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