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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快北慢，2018经济增速排名

新华社天津4月25日电（记者宋瑞）
坐落于天津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滨海旅
游区的国家级综合性海洋博物馆，将于5
月1日试运行。

记者 25 日从国家海洋博物馆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试运行期间，国家海洋博物馆将
首批开放“远古海洋”“今日海洋”“发现之旅”
和“龙的时代”四个展厅，展示面积共7000余
平方米，分别展现海洋与生命进化的关系、人
类在航海中的大发现以及海洋生命、海洋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等海洋知识与理念。

“远古海洋”展厅以地质年代为轴，通
过展览叠层石、三叶虫、鹦鹉螺、菊石、鱼
龙等1158件化石标本，讲述了46亿年以来
地球、海洋和生命演化的故事。

“今日海洋”展厅展示了本底海洋、生命
海洋、海洋环境与可持续发展3大部分，共展

出5000余件精美标本，包括长达9.4米的鲸
鲨标本、罕见的怀孕双髻鲨塑化标本，以及
300余种鱼类和100多种海生鸟类标本等。

“发现之旅”展厅展现了随着大航海
时代的兴起，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
程，勇敢的探险家克服种种困难，让地球
全貌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龙的时代”展厅通过展览鱼龙、翼龙
和霸王龙等化石模型，揭示海洋是生命的
摇篮这一主题。

据悉，国家海洋博物馆展厅面积共计
2.3万平方米，共设6大展区、15个展厅，包括
中华海洋人文展区、海洋自然展区、海洋互
动展区、海洋科普教育区、海洋生态展区、高
端合作展览及临时展览区，同时设有博物馆
商店、餐厅、咖啡厅、影院等公共服务设施。
国家海洋博物馆有望于6月正式开馆。

新华社长沙4月25日电（记者苏晓
洲 齐中熙）相比大型航天器，小卫星研制
时间短、开发和发射费用低、机动灵活、组
网能力强。25日在长沙举行的第五届小卫
星技术国际交流会上，科学家表示目前小
卫星在政府和商业航天领域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随着技术进步，公众用户使用移
动终端如手机“玩卫星”时代即将来临。

本次交流会由中国宇航学会和中国
航天基金会主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五院科技委副秘书长焦泽兵介绍，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
后来这一天被确定为中国航天日。“‘东方
红一号’是一颗名副其实的小卫星，开启
中国空间事业纪元的重任正是由小卫星
来完成的。”

本届交流会上，海内外专家和与会人
员共同研讨了小卫星技术发展。珞珈科学
卫星与天基信息智能服务系统、为“嫦娥
四号”着陆器和月球车提供地月中继通信

的“鹊桥”、“张衡一号”在轨观测情况、纳
米卫星发展应用和小卫星星座组网等，都
是各国专家关注和讨论的热门话题。

会上，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提出
了智能遥感卫星系统（图灵系统）构想。根
据大众用户移动终端发送的多样化请求，
图灵系统可以快速自主完成用户感兴趣区
域的成像、快速完成图像智能处理、快速将
用户感兴趣的信息传递至用户移动终端。

记者获悉，智能遥感、互联网信息传
输等技术飞跃发展，正在助力小卫星实现
太空“大作为”。随着分辨率越来越高、信
息传输时效性越来越强、服务覆盖范围越
来越广，小卫星实现“空天信息实时智能
服务”的时代即将来临。届时，公众用户有
望能使用移动终端如手机、平板电脑等，
及时获得卫星采集和传输的导航定位、农
业气象、城市路况、物流进度等信息，从而
实现“用手机玩卫星”，对经济社会发展有
很大的提振作用。

新华社杭州4月25日电（记者 岳德
亮）浙江省纪委近日对4起形式主义典型
问题进行公开曝光，这些形式主义问题，
有的是文风不实，写材料、制定文件东拼
西凑、照搬照抄；有的会风不正，以会议代
替落实；有的作风拖沓，慵懒怠政，不尚实
干、不求实效。

这4起典型问题分别是：
杭州市江干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贺小罗制发公文机械抄袭问题，其在起草制
定一项管理制度过程中，从网上下载资料作
为主要参考，该项制度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出
现“差旅费按照……《丽水市财政局关于市
级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的补
充通知》等规定执行”的明显抄袭内容。

宁波市镇海区司法局原办公室主任
毛良富撰写干部考察材料敷衍塞责问题。
在撰写5名单位中层干部的考察评价材料
时，敷衍塞责，5名干部考察评价材料内容

一字不差。
温州市乐清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许大凤以会议落实会议、履职不力问题。
在收到上级部门交办的反映永久基本农
田被占用问题后，仅以会议形式进行简单
部署，导致非法占用基本农田问题未得到
及时有效解决，造成不良影响。

舟山市普陀区残疾人联合会制定出
台制度照搬照抄问题。一项规章制度的部
分内容照搬照抄，明显套用网络资料及其
他部门制度内容，与残联实际工作不符，
接待制度中还存在明显有悖于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表述。

据了解，责任人分别被给予了相应处
分。浙江省纪委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把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纳入日常监督、巡视巡察、主体责任检查
考核、政治生态分析评估的重要内容，做
实做细监督工作。

国家海洋博物馆5月1日试运行

文件照搬照抄考察材料“多人同版”

公众“用手机玩卫星”时代即将来临

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出现了一个新变
化，即走势分化状况从传统的“东西差距”变成
了“南北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在扩大中。

南北经济差距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是
一个时间段的暂时现象还是存在持续拉大的
深层次原因？新形势下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协
调、可持续发展？

GDPGDP增速相差近增速相差近22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

2019年会上，多位专家学者表达了一个共同的
观点：南北经济差距扩大需重视。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
“目前，区域分化呈现出新特点，那就是南北之
间的差距在扩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
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认为：

“区域差距从2015年之后有扩大的迹象，其中
北部地区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魏礼群说：“经济增
速‘南快北慢’，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的状
况逐渐明显。”

结合数据来看，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差距”
有着更为清晰的体现。对国家统计局数据进
行的分析显示，南北方 GDP 增速的差距从
2013年的0.3个百分点扩大至2017年的1.9个
百分点；从2018年各省（区、市）公布的数据来
看，增速排名前十的省（区、市），只有陕西位于
北方；增速排名垫底的5个省（区、市），分别是
天津、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辽宁，全部位于
北方。

经济总量、人均 GDP 方面，北方 GDP 总
量在全国的占比从2012年的29%下降至2017
年的25.2%；北方人均GDP在2013年被南方赶
超，此后差距逐步扩大。

增速、总量之外，收入差距更受普通民众
关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居民毕锦楠告诉
记者：“前几年，貂皮大衣虽然贵但买的人还不
少，身边也有很多人穿。现在，即便商场疯狂
打折，买的人也少了，手头似乎变紧了。”

据统计，2014-2017 年，北方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8.6%，南方增长9.3%，
北方比南方低 0.7 个百分点。2018 年，各省
（区、市）公布的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方面，全国仅有黑龙江和甘肃低于3万
元，二者均位于北方。

内需方面，2013-2016 年，北方资本形成
总额年均增长6.2%，增速比南方慢3.2个百分
点；2018年，在已公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30
个省（区、市）中，有7个增速下滑，其中6个位
于北方，增速排名前五位的均在南方。消费方
面，2018年增速前五位的均为南方省（区、市），
后五位的均为北方省（区、市）。

二三产业发展慢对北方影响大二三产业发展慢对北方影响大
南快北慢，快在哪里？慢在何处？

“南北经济差距显现并进一步扩大，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各自内部地区发展速度的转换，
一方面北方的东北、华北地区近年来增长速度
明显放缓，明显拉低整个北方地区的发展速
度；另一方面，南方的西南地区近年来发展迅
猛，有力推动了整个南方地区的发展。”中国社
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数据显示，2013-2017 年，东北地区经济
年均增长5.2%，增速比南方慢3.3个百分点，造
成北方经济年均增速比南方慢0.91个百分点，
对南北增速差距的贡献率达59.3%；华北地区
经济年均增长7.2%，增速比南方慢1.3个百分
点，造成北方经济年均增速比南方慢0.66个百
分点，对南北增速差距的贡献率为42.5%。

西南地区各省（区、市）近几年保持着较快
的发展速度，牢牢占据着经济增速前列位置。
以2018年为例，西南地区的西藏、贵州、云南
经济增速分别为9.1%、9.1%、8.9%，位列全国前
三甲。

魏后凯指出，过去北方经济增长高度依赖
投资，如今投资增速显著放缓，但由于经济结
构不合理，服务业发展较慢、传统工业占比过
高，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落后，新的增长点
还没有培育起来，导致北方与南方经济差距越
拉越大。

据测算，2013-2017 年，较低的投资增速
造成北方经济增速比南方慢约 2 个百分点。
产业发展方面，2013-2017 年，北方第二产业
年均增长5.6%，增速比南方慢2.1个百分点，造
成北方经济增速比南方慢1个百分点，对南北
经济增速差距的贡献率为64.7%；北方第三产
业年均增长9%，增速比南方慢1.4个百分点，

造成北方经济增速比南方慢0.58个百分点，对
南北经济增速差距的贡献率为37.9%。

创新引领发展大潮下，近年来不少南方省
（区、市）在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促进新兴
产业发展、提升科技支撑能力方面下功夫。例
如，广东省东莞市着力推动制造业自动化、智
能化转型，曾经被贴上“低端、廉价”标签的加
工贸易产品，如今已凭借“高科技、高品质”的
新形象进入全球市场；重庆市大力实施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吸引了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京
东、小米、科大讯飞等众多互联网企业到重庆
布局。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进军，2018年上海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达到4%，每万人口
发明专利拥有量从 2011 年的 13.3 件提高到
2018年的47.5件。

2016年李想辞掉了在家乡沈阳的工作前
往上海从事教育培训工作，“以前的工作过于
平淡、缺乏挑战性，在现在的公司，我觉得更有
发展潜力，也更能开拓眼界。”李想对记者说。

统计显示，近年来，北方地区人口增长率
低、外流趋势明显，导致劳动力数量连续下
降。劳动力数量减少导致北方经济增速慢于
南方0.11个百分点，对南北经济增速差距扩大
的贡献率为7.1%。

“毕业后，和我一起回国的同学不少都选
择了到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南方城市工
作。”被问及南北经济差距这一话题时，从英国
留学回国的丁琢对记者说。2018年毕业后，她
选择了到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苏宁总部工作，

“南京是新一线城市，生活设施等资源都能满
足生活需求，落户政策和人才待遇也不错。”

此外，北方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滞后也被业
内人士认为是导致南北经济差距的重要原
因。据测算，2013-2017年经济体制改革年均
拉动南方地区经济增长0.55个百分点，高于北
方0.49个百分点，制度变革对南北经济增速差
距扩大的贡献率为31.8%。

向改革要活力向改革要活力，，北方大有可为北方大有可为
“‘南强北弱’的不平衡发展，是当前制定

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必须考虑的国情特点。
因此，我们在继续推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缩
小东西差距的同时，也要关注南北方的统筹，
或者说是‘统筹北中南’。”中国区域经济学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说。

陈耀认为，北部主要是以雄安新区建设为
重点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东北全面振兴战略，
中间的“腰带”区域是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为
引领并以共抓大保护为导向的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南部则主要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开放战略。

针对南北经济差距，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
来运撰文指出，建议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
中心增强核心发展区域辐射带动功能，以全面
振兴老工业基地为抓手促进北方经济发展，促
进南北区域经济平衡。

“南北差距既是一个经济增速问题，也是
一个投资问题。北方各省（区、市）应该进一步
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和扩大投资，让企业、人才
及资本进得来并留得住。要优化投资的空间
布局，引导投资北上，解决北方投资增长缓慢
的问题。要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大
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魏后凯说。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范若滢
认为，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推进，未来应积
极把握新技术革命发展进程，注重利用新技术
成果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是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加
快北方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力争突破装备
制造、电子信息、医药化工、航空航天、新能源
和新材料等领域关键技术，着力培育新产业、
新业态和新模式。二是通过互联网与大数据、
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
用，将创新链、要素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等连接
成为跨区域和城际联动发展的纽带，进一步强
化不同区域经济、技术联系，为区域协调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魏后凯指出，北方地区具有扎实的工业基
础、完整的产业门类，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科技
和人才力量也丝毫不弱。缩小差距，实现南北
比翼齐飞，北方地区关键是要向改革要活力，
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
力，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
制，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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