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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中国经济中国经济

奋力突围奋力突围 

我们这样抓“六保”⑥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
中央，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
华。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族青年积极

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投身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真情奉献，展现了当代
中国青年的担当精神，赢得了党和人民高度赞誉。我为
你们感到骄傲！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的收官之年，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之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
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
国伟业，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同亿万人民
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

奋勇搏击。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以及

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年成长，支持广大青年建功立业。共
青团要肩负起党赋予的光荣职责，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
年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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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林的外出务工路，一波三折。
家 在 云 南 昭 通 盐 津 县 水 田 村 的

他，这些年，常年在外打工。可今年
受疫情影响，年后没了活干。新房刚
盖 ， 上 有 老 人 需 要 赡 养 ，“ 手 停 口
停！”杨永林能不急嘛！

周镇，是县里对接水田村的“就
业扶贫信息员”。他摸排了村里的情
况后，很快联系了杨永林。就近体
检、开健康证明、联系车辆上门接送
……没多久，杨永林被送上第一批

“点对点”返岗专车。目的地，广东
一家纸厂。

然而，意外出现了：国际疫情仍
在蔓延，厂子订单缩减，老板不得不

减薪裁员。杨永林再次回乡待业。
“千万别着急，困难都是暂时的！

请放心，你的工作我负责到底。”一听
杨永林又返乡，周镇紧着安慰他。

分析了各种情况后，周镇安排杨
永林参加了县里的电工培训班：“没技
工不稳，技多不压身！咱先充电。”

就在几天前，周镇又为杨永林协
调了一个技术对口、离家更近的岗
位——到四川宜宾一家机械制造厂
当电工。

像周镇一样，昭通有 1948 名就业
扶贫信息员，市、县、乡、村四级联
动，就业服务网格覆盖全市 2.7万个村
小组。

手挽手，区域协调大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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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货通四海、财聚八方的九省通
衢。汉口北物流园区，眼下已是一派热闹景
象。货车来往如梭、货品码放整齐、员工忙
个不停……从 3月 28日重新开张至今，园区
里的 240 多家物流企业已全部复工，日均进
出运输车辆和货物吞吐量迅速恢复。

作为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等多个国家
战略的重要支点，武汉日渐恢复的活力，无
疑将辐射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助推全国乃至
全球产业链恢复。

从南到北、由东往西，中国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中的各大板块，均在奋力摆脱疫情冲
击带来的影响，重回强劲发展的节奏。

区域战略融合发展，
新机遇来了！

在广东东莞迈思普电子有限公司的车间
内，12条生产线开足马力，工人们一字排开流
水作业。这里生产的各类开关电源适配器，不仅
供应国内，还远销国外。“疫情确实带来了冲击，
但影响可控。”迈思普电子董事长魏忠说，公司
在2019年提前优化布局，在国内扩建了销售网
点，“今年内销订单预计能增长50%”。

迈思普转型的背后，是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给当地企业带来的机遇：港珠澳大桥建
成通车、深中通道加速推进，打通了大湾区
的“任督二脉”，产品更好落地了；世界级产
业集群、深度城市化，释放出巨大内需潜能
的同时，也吸引了数量可观的技能人才。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虽然带来危
机，但也蕴藏着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的契
机。中国重大区域战略的融合发展，正在助
推各地“满血复活”——

“一带一路”稳步迈进，今年一季度，中
欧班列开行列数和发送货物均实现了逆势上
涨；京津冀协同发展脚步不停，4 月 18 日，
京津冀区域健康状态实现互认，极大便利三
地人员流动；长三角一体化大步向前，自去
年底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 出台后，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实
施方案近日纷纷出炉……

机遇随之而来。
在古丝绸之路起点西安，统计数据显

示，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一季度西安市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依然增长了
37.5%。在天津滨海新区，承接“一带一路”
重点项目的企业通过以“携手抗疫、融合发
展”为主题的线上供需对接会，与50余家外
贸企业进行了对接，帮助一批中小微外贸企
业拓展了订单。

4月18日，河北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1
号馆开业，从北京“转战”而来的千余服装
商户迎来了“开门红”。“入驻新市场，商户
最担心的是客源和订单。”乐城集团拓展中心
经理武磊说，为了打消商户顾虑，他们集合
京津冀和周边城市的采购商资源，每天安排

近 50 辆免费大巴车运送采购商来乐城采购，
还主动为商户提供直播卖货的配套服务，充
分拓展线上市场。

江苏无锡一家物流公司的法人代表老张
最近通过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
台，异地预审、提交材料，顺利在上海注册
了一家公司，拓展了业务范围。“早听说‘长
三角一体化’了会很便利，在家门口就能异
地办企业。”老张说，“没想到足不出户就办
好了，太方便了！”

合作帮扶协调推进，
产业链活了！

上海开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消毒
液的企业，防疫期间本应产销两旺，可董事
长于文却急得团团转。

“每天都像在闯关。”于文说，虽然自己
的工厂在上海嘉定，但纸箱和标贴在江苏太

仓，小瓶子在上海青浦，大瓶子在浙江嘉
善，原液供应商在江苏泰州……公司要开
工，至少有11家外地供应商需要协调，可疫
情却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陷入“隔离”状态。

“不要慌，我们马上想办法沟通。”嘉定
区常驻企业人员、区经委产业投资科工作人
员田野第一时间向上级反映，通过长三角复
工复产协同互助机制，与苏、浙两地工作组
取得联系，开米公司的烦恼很快得到了解决。

实行健康码互认互通、为企业复工复产
建立跨省工作组……在各地区域协调机制的
作用下，各种阻碍企业复工复产的“肠梗
阻”一一被打通，劳动力、货物、数据等要
素正在重新流动起来。各地市场因为商品流
动的加速变得日益丰富。

往年夏天，湖北潜江的小龙虾，是浙江
等地人们在宵夜时的最爱。今年夏天即将到
来，小龙虾还能如期而至吗？在潜江小龙虾
交易中心，记者看到 580 多家水产商户已经

全部复工。一辆辆小货车载着从养殖户收购
过来的鲜活小龙虾，运到交易中心分拣、打
包，然后寄运到全国各地。

“目前市场的日交易量已突破500吨，大
概是去年同期的80%。”交易中心办公室主任
王丽晴说，“一边引导商户给本地熟食虾加工
厂供货，一边往全国各地寄运鲜活虾，我们
正多方面打通小龙虾销售渠道。”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战疫
不忘扶贫，区域间的帮扶机制在特殊时期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扶贫车间、对口
资金、就业培训、教育帮扶、消费拉动、
干部输出……为了确保西部兄弟姐妹顺利
脱贫，东部的对口支援省市都使出了浑身
解数。

“以前打工都是出去，现在工厂开到家门
口来了，方便得很。”说起浙江省余杭区的对
口帮扶项目，在贵州省台江县老屯乡秀珍菇
基地务工的贫困户黄约央非常满意。

“云端”带动创造潜力，
新动能火了！

4 月 22 日，埃克森美孚在粤港澳大湾区
投资建设的广东惠州乙烯项目破土动工。这
是美国企业在华独资建设的首个重大石化项
目，总投资约 100 亿美元，主要建设 160 万
吨/年乙烯等装置。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盛大的开工仪式
选择在“云端”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在广东
惠州会场，埃克森美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伍德伦在美国达拉斯会场，通过视频连
线的形式在“两国三地”共同出席开工仪式。

疫情冲击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但也激发
出中国人的坚韧与创造。目前，中国正在抢
抓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
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数字经济发育比较充分和领先的区域，
体现出更强的抗冲击能力和发展韧性。”浙江
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亭表示。
在此次疫情中，长三角地区率先推出“健康
码”，精准、科学地助推了复工复产有序进行。

防疫期间，各地涌现出一批“网红”县
长、市长。他们在各类新媒体平台“直播带
货”，帮农户和企业解决销售难题，打响当地
特产的知名度，受到众多网友好评。这种现
象背后，有消费场景的创新，也有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冲动。

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让中国新动能活力奔涌。

不仅如此，数字经济对解决中国区域发
展不平衡问题也有极大潜力。“我们特别想把
自己家的苹果直接卖给消费者，少点中间周
转，能多卖出点价格。”4月13日，在新疆阿
克苏阿拉尔市沙河镇，三四十名当地果农听
完拼多多培训讲师的电商开店分享，纷纷表
达心声。早些时候，京东集团也联合11家物
流、电商企业，共同倡议“快递进村”。 近
年来，电商深入西部、物流下沉农村，区域
协同、“西货东进”越来越成为中西部农村地
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

2020年，有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开局。但
中国依然有信心、有定力，破危局、创新局。

全国发展一盘棋。不同区域之间，合理
分工、优势互补，同气连枝，握指成拳。一
条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就是这样走出来。

杨永林的
务工路

本报记者 李茂颖

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雪山镇的风力发电设备。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随着湖北武汉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五一”期间，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到
汉口江滩游玩。

上图：游客在汉口江滩知音号游轮前留影。
左图：小朋友在和家长一起玩泡泡。 赵广亮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