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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伟 陈聪 孙晓宇

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
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

2016 年 5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黑龙江省伊春市考察调研时提出了“林
区三问”。

6 年多来，地处小兴安岭的“中国林
都”伊春在绿色转型发展中牢记嘱托，为
筑牢北疆生态屏障砥砺前行，一片绿岭
青山见证了“林区三问”的新答卷。

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
林区不伐木，林下找出路

“你看，人参苗的叶片是椭圆形的，
叶边是锯齿形的。”如果不是跟着老林区
人、黑龙江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
负责人王庆善在林下寻觅，记者或许无
法发现，脚边一株不起眼的绿草，可能就
是经由人工撒播种子的林下参。

“撒播种子后，林下参就在林地中自
然生长，生长过程跟野山参一样，市场价
值还高。”在王庆善手机里的视频中，林
场职工们正在用播种器种下人参种子。
公司共种植了 4000 亩林下参，这是很多
老林区人的新营生。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伊春开始成为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木材提供地。

“那时的伊春就是一座大型木材加
工厂，我们喊着放山号子，踏着积雪，扛
着斧头和锯，走进深山老林伐树。”68 岁
的林场退休职工刘养顺说。

当地统计数据显示，在60余年的森林
开发历史中，伊春为国家提供木材2.7亿立方
米，这些木材连起来可以往返地月之间7次。

然而，刘养顺和伙计们慢慢发现，由于
长期砍伐，能伐的树越来越少、越来越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伊春林区陷入
经济危机和资源危困，可采资源几近枯
竭，莽莽林海面临“透支”风险。2013
年，伊春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不砍树，咋过活？”停伐后的林区人
有过困惑。2014 年，伊春市 GDP 同比
下降 9%，地方财政收入下降 17.4%。

“独木经济”一去不返的阵痛让林区
人苦苦探寻着新的发展模式。

“不要单打一，注重多元化。”这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友好林业局万亩蓝莓产业
园，为伊春产业发展把脉开出的“药方”。

“绿水青山是伊春最大的财富，发展
绿色生态产业是伊春最大的优势，这是
林区人在探索中达成的共识。”伊春市委
书记隋洪波说。

就在伊春全面停伐的第二年，林业工
人张桂侠开始尝试用以前烧火用的林下废
弃物松明油子制作成精致木雕。近年来，
松明油子已成为伊春林下经济产业链的一
环，而它也有了新的名字——北沉香。

如今，已经是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的张桂侠将永达工艺打造成北沉
香加工的佼佼者。2021年起，她又涉足生
态旅游文创产业，开办研学体验基地。

向森林要食物，向林下要空间，是如
今的林区人找到的新的发展路径。

在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的一处
湖羊养殖基地，伊春林茂养殖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曹志和一边用铁锹拌草料，一
边看着羊群悠闲进食。

“我们林场职工集资入股130多万元
成立了合作社。”曹志和说，湖羊养殖做起来
后，一些过去闲置的厂房被改建成标准化羊
舍，农作物秸秆通过回收再加工转化为粗饲
料，这都是“一林独大”时想象不到的事。

“林下种植进一步发展了特色农业，林
下养殖实现了有机肥的循环利用。家门口的

绿水青山，也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伊春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刘大伟说。

伊春正围绕“林”字做活“绿文章”，将产
业链不断向上下游延伸。红松果林、食用
菌、小浆果、湖羊等特色产业兴起，生态旅游、
林下经济、碳汇交易等多种经济蓬勃发展。

今年2月，黑龙江省首单25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500万元的森林经营碳汇项目交
易在伊春森工翠峦林业局公司诞生。

“通过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
径，在守护好巍巍青山的同时，实现林区
绿富同兴。”公司董事长郑在军说。

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森林
覆盖率达 83.8%

作家张抗抗曾在《红松擎天》一文中
写道：“若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了红松，蓝
天还能用什么来支撑呢？”

全世界的红松60%在中国，中国的红
松半数以上在小兴安岭。作为“红松故乡”，
伊春生态好不好，红松种植面积是一把尺。

如何突破常规育苗方法，以科技创
新助力兴林护绿？在伊春森工上甘岭林
业局公司轻基质容器罐生产车间，新鲜
出炉的轻基质容器罐被整齐码放，罐中
富含滋养红松幼苗生长的养分。

从 2021 年末到现在，这里已经生产
330 万个轻基质容器罐，红松幼苗成活
率可达 95%以上。“用轻基质容器罐育苗
可以突破传统的造林方式，实现三季造
林，红松林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修复。”
公司生态建设部副部长王立新说。

2007 年 12 月 2 日，保护珍稀树种的
专业性联合会组织——伊春保护红松联
合会在伊春成立并发起“认领红松”的公
益活动。截至 2021 年末，共有 4.24 万人
次认领红松 37.72 万株。

如今，伊春森林覆盖率已达 83.8%。
10年来，当地新增红松果材兼用林7.78万
公顷，新增红松纯林0.61万公顷。

从伐木到看林护林、认养树木，越来越
多的林区人明白，有了绿水青山，不愁金山
银山。有了厚实的生态底子，生态优势才能
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

近年来，伊春市坚决不上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和高耗能的项目。伊春还在所
辖县市区主要责任指标考核中增加了

“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负向约
束指标，党政负责人离任时如果生态环
境账不合格将被问责。

为切实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政
治责任，2021 年 12 月，伊春市人大常委
会会议审议决定，将每年 5 月 23 日设立
为“伊春生态日”。

过去 5 年间，伊春初步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 1.54 万平方公里，各级各类
自然保护区达到 23 个，4 个自然保护区

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单一到系
统，从一域到全局，伊春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不断完善。

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小兴
安岭里的小康之家

2013 年伊春停伐后，数万名林场职
工面临转岗，很多人琢磨着新出路，方桂
茹就是其中之一。

在多番尝试后，方桂茹把目光投向
生态旅游。2017 年 5 月，方桂茹拿出 10
余年来种植木耳攒下的 10 多万元积蓄，
将自家住房装修成民宿。

民宿还没开，质疑声就钻进了耳朵：
“这么偏远，交通不便，能有人来吗？”

当地“三供三治”基础设施建设和棚
户区改造等民生工程，宽了她的心。这
几年，林场修了柏油路、安了彩灯、栽了
树，游客也逐渐增多了。

“靠着林下种植我攒下了积蓄，又靠
这些积蓄开办了民宿，我真切感受到了好
生态带来的福利。”方桂茹说，身为一名党
员，她将不折不扣地守护好这片绿水青
山，让生态红利润泽林场的职工群众。

在地方扶持和个人努力下，更多的
“方桂茹们”参与到林场的产业项目与合
作社中，依靠好生态吃上“绿色饭”，一个
个小康之家在林海里安居乐业。

在伊春森工翠峦林业局公司的一处
木耳种植基地，23 栋木耳大棚层层叠
叠，翠峦林业局公司昆仑气林场分公司
经理刘兆文正在大棚中察看木耳长势。

“大棚里的近40万袋木耳，在6到8月
间可以采摘五六茬，利润近40万元。我们通
过组建合作社，带动职工增收。”刘兆文说。

就在刘养顺工作过的溪水林场，随
着一个个产业项目开花结果，林场职工
创业致富的热情也高涨了起来。

工会主席张茂林带头发展无公害棚
室香瓜绿色种植；林区森林防火员贾存
革带头种植黑木耳棚室挂袋立体栽培；
刘养顺带头开办养顺农家院，如今林场
里近 30 家农家乐和民宿经营得有声有
色⋯⋯林区人的好日子，就在小兴安岭
的林海中一撇一捺地书写着。

初夏时节，伊春永达工艺研学体验基
地。一群青少年“研学客”在向导老师的引
领和介绍下，走入一片原始红松林探秘。

循着他们仰望的方向，一列列笔直
的红松，像是守望祖国北疆的战士一般，
支撑起一座老资源型城市守护绿水青山
的新梦想——

就在红松林下，是勤劳奋斗着的林
区人，他们用双肩扛起了时代的重托，用
双脚丈量着深爱的土地。在他们的故事
里，“林区三问”的新答卷正在接续书写。

（新华社哈尔滨 6 月 18 日电）

“ 林 区 三 问 ”新 答 卷
——“中国林都”伊春绿色转型发展实践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朱文哲

和往年相比，今年“618”更多了一
层不寻常的意义。在疫情等因素对国内
需求造成严重冲击情况下，“618”不仅
成为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更是对消费
复苏“成色”的一次检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 月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6.7%，降幅比上
月收窄 4.4 个百分点。随着一系列促消
费政策落地见效，国内市场需求正在逐
步改善。今年“618”，线上线下消费表
现如何？折射哪些消费新亮点？

“烟火气”回归，线上线下消费
有序恢复

6 月 17 日晚 8 点，京东“618”迎来消
费热潮，10分钟内，多家店铺成交额破亿
元，家电成套购成交额同比增长超400%；

“618”期间，拼多多平台全品类消费迎来
明显反弹，日化类整体销售额同比增长
110%；快手电商“信任日大促营销专场”
活动成交额超8800万元⋯⋯

线上消费持续活跃，线下“烟火气”
也在回归。

傍晚时分，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
斯市康巴什区的一家烤肉店，店长王敖
日格勒正忙着招呼客人。“最近政府发放
了消费券，顾客可以使用消费券优惠买
单，生意有改善了。”

百货商业“人气”逐渐回升。银泰百货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近期多项促消费政

策和商场促销活动的双重加持下，银泰百货
在“618”期间迎来二季度以来客流最高峰，
多个品牌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超30%。

“5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
明显收窄，随着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消费
回升的步伐也会加快。”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付凌晖说。

智能、健康等升级类消费表现
亮眼

今年“618”，品质成为消费者和商家
的共同追求。苏宁易购数据显示，“618”
期间万元以上高端家电销售同比增长
37%，双开门冰箱、除菌洗烘一体机等高
端品销售快速增长；京东智能宠物用品成
交额同比增长超 300%；拼多多平台美妆
等悦己类消费增长迅速⋯⋯

随着人们对健康日益重视，健康消
费逐渐成为“刚需”。在各电商平台，营
养保健与医疗器械等健康产品受到消费
者青睐，销售迎来较大幅度增长。

“从中长期看，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
收入稳步增长，消费向品质型、多样化升
级趋势不会改变，消费潜力足、韧性强的
特点没有改变，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
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宏观经济
研究院研究员王蕴说。

近 期 ，在 阶 段 性 减 半 征 收 车 辆 购
置税等政策协同作用下，国内购车需求快
速激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
示 ，5 月 国 内 汽 车 产 销 环 比 分 别 增 长
59.7%和57.6%。汽车产销向好也带动了
汽车后市场需求增加，汽车养护、维修、租

赁等服务消费增长势头良好。
王蕴表示，近年来我国服务消费等增

长较快，政策要瞄准消费多元化和结构升级
趋势，进一步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以“大”带“小”，数字化提升供
应链韧性

今年“618”期间，鞋靴品牌玩觅的定制
商品陆续在京东平台上线。“通过大数据洞
察用户需求，引导产品款式、颜色设计，成为
俘获年轻消费者的秘诀。”玩觅品牌负责人
说，企业借助平台柔性供应链能力，精准调
节生产数量、返单节奏，有效降低服饰品牌
普遍面临的库存风险压力。

“我们希望发挥柔性灵活、随需应变
的数智化供应链技术体系优势，助力更
多中小商家渡过难关，加速发展。”京东
零售 CEO 辛利军说。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表
示，新型实体企业的数字能力将有效带
动供应链上下游实现数字化转型和网络
化、智慧化发展，帮助中小微商家突破资
金、技术、市场、人才等方面的制约，有助
于提升供给质量，引领消费升级。

为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工信部
明确，鼓励大企业打造符合中小企业特点
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推动开发一批低成本
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解决方案和场景，带动
中小企业协同开展技术改造升级。

“通过‘以大带小、以小托大’，推动形
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
通创新生态。”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说。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从“618”透视中国消费复苏与升级

□新华社记者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部
署。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
目标、空间布局等作了全面规划，标志着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三年多来，在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
下，粤港澳三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蹄
疾步稳，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如今的大湾
区，三地合作更加深入，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在
大联通、大发展的道路上，大湾区建设迈出坚实
步伐，朝着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
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大未来，奔腾向前。

“软”“硬”双联通

仲夏时节，珠江潮涌，岭南风劲。
6 月初，在茫茫伶仃洋上，深中通道海底隧

道完成了 E25 管节沉放对接，标志着这一跨海工
程完成重大建设节点。按计划，这条全长 24 公
里的大湾区超级工程，将在两年后落成，和它南
北两侧已经运营的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虎门
大桥以及正在建设中的狮子洋通道一起，共同构
成崭新的大湾区跨海通道群。

三年多来，随着莲塘/香园围口岸、新横琴口
岸、青茂口岸的开通，“一站式通关”“合作查验、
一次放行”等通关便利落实，内地与港澳的往来
愈加快捷便利，三分之二的出入境旅客可通过自
助方式通关。

澳门人洪于德 2020 年到横琴创业，现在他
每天要驾驶澳门单牌车往返于澳门与横琴之
间。“我从澳门到横琴上班，有时一天需要来回三
四趟，20 来分钟就可以走一趟，这样的通关环境
便于我们日常往来两地工作和交流。”他说。

“硬联通”持续推进的背后，“软联通”也正在
加速。三年多来，粤港澳三地不断深化规则对
接、机制衔接，经济要素的流动日益顺畅，科技融
合、人才融合、产业融合更加深入广泛：科研资金
跨境使用实现常态化运作；在粤纳入就业登记管
理的港澳居民已超过 8.51 万人，而随着职业资格
认可、标准衔接范围持续拓展，已有 3000 多名港
澳专业人士取得内地注册执业资格⋯⋯

三地同发展

这是一组振奋人心的数字：2021 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总量约 12.6 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比 2017 年增长约 2.4 万
亿元；进入世界 500 强的企业达 25 家，比 2017 年增加 8 家；
广东省现有高新技术企业超 6 万家，其中绝大部分都在粤港
澳大湾区，比 2017 年净增加 2 万多家。

弄潮儿向涛头立。在大湾区这片热土上，一幅波澜壮阔
的湾区经济发展画卷，正由活跃在各个领域的市场主体描绘
而成。

深圳坪山，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忙碌、车鸣清脆。6月10
日，比亚迪总市值突破 1 万亿元，成为首个市值破万亿元的中
国汽车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新
能源汽车销售近 30万辆，同比增长 44.6%，总部位于深圳坪山
区的比亚迪公司当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 10 万辆，同比增长
136.5%。如今，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已销往全球 70多个国家
和地区、400多个城市。

和大企业并肩前行的，还有一批扎根大湾区、快速成长

的中小科技创新企业。
澳门-北京-硅谷-横琴，澳门青年何国涛的

事业路线在地球上画了一道弧线，最终他决定回
到与家乡澳门一水之隔的珠海横琴。

2019 年 12 月，何国涛作为创始人的普强时
代（珠海横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业。三年间，
普强已经成长为以智能语音识别、语音分析、语
音合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核心的人工智能
高新技术企业。谈及未来发展规划，何国涛说：

“公司将立足横琴，辐射大湾区乃至更远，争取成
为语音科技领域的支柱企业。”

大湾区、大发展，背后是坚强有力的政策支
撑。突围、转型、强基、补链、创新⋯⋯三年多来，
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带来的种种冲击，
中央各有关部门不断出台支持大湾区发展的具
体政策措施，粤港澳三地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携手前行。

从稳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
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
革开放方案》，到日前印发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
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通过强化政
策支持，大湾区建设呈现出勃勃生机，为中国经
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增强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起向未来

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以粤港澳大
湾区为舞台，香港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特区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把目光投向
了与深圳相邻的“北部都会区”。这里有望成为
香港这座国际都市的全新“封面”。

李家超说，未来特区政府会以“北部都会区”
作为纽带，共建高质量湾区，开拓及带动多元经
济，包括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增加与大
湾区其他内地城市在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
等方面的交流。

一组数字，昭示信心。
截至 2021 年底，在中银香港开立内地账户

的香港客户数同比上升 41%，接近 17 万户。大
湾区企业贷款同比上升 9.8%，科创企业贷款同
比上升 8.3%。目前 BoC Pay（电子钱包）客户数
目已超过 100 万户。

“这些大幅增长的数字，足以说明大湾区
的 市 场 前 景 ，足 以 说 明 香 港 居 民 对 大 湾 区 的
认可。”中银香港个人金融及财富管理部总经

理陈文说。
6 月 16 日，在宣布横琴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正

式落地实施的新闻发布会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主
任李伟农在收尾时，用粤语铿锵有力地讲了六个字——“拣
横琴，唔会错”。

选横琴，不会错。曾经“蕉林绿野，农庄寥落”的横琴岛，
如今大道纵横；曾经布满荒野滩涂的前海，如今满眼繁华；覆
盖大湾区 11 个城市的立体交通网络正越织越密，“一小时生
活圈”形成；“港人港税、澳人澳税”落地实行；律师、医师等数
十种港澳职业资格被广东大湾区城市认可，大湾区成为港澳
青年逐梦的热土，不断为港澳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助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三年多来，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在一次次兑现承诺、一次
次创造惊喜的过程中，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大湾区，拥有大
未来！

（记者 王攀 王浩明 王旭 李寒芳）
（新华社广州 6 月 18 日电）

双联通

共发展

向未来

—
—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这是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这是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
公司红星林场分公司的一处湖公司红星林场分公司的一处湖
羊养殖基地羊养殖基地（（55月月2020日摄日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松王松 摄摄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近日，工信部、农业农村部、商务
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
展 2022 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在鼓
励各地出台更多支持政策的同时，工信
部明确加快完善充换电设施网络等一
系列举措，让新能源汽车下乡更顺畅。

汽车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也是提
振工业、促进消费的重心所在。2021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完成 352.1 万
辆，同比增长 1.6 倍，连续 7 年位居全球
第一。尽管受到疫情等多重因素冲击，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克服困难、承压前
行，今年 1 至 5 月，产销同比仍增长 1.1
倍，市场渗透率为 21.0%。今年的新能
源汽车下乡活动启动，更是从多个维度

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市场孵化，引导
新能源汽车市场深度下沉。

新能源汽车下乡，充电设施也要跟
着下乡，改善农村充电环境很重要。在
社区、村居停车位推进直流快充、交流慢
充结合的“村村通”“镇镇通”充电桩建设，
做好充电站建设运营⋯⋯国网建德市供
电公司在建德形成全市乡村“3 公里”充
电站服务圈，目前正计划通过光伏发电和
储能设备为充电桩提供绿色电能。

浙江绍兴启动公共充电桩“村村
通”工程；在四川、湖南等多地，充电桩
建设运维提速⋯⋯加快农村充电网络
布局，各地正在积极行动。

加快动力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建设同
样重要。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目前已在
17个地区及中国铁塔公司开展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试点。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

173 家有关企业已在全国设立回收服务
网点10127个。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
国动力电池回收相关企业达3.85万家。

工信部表示，将加快出台一批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
将开展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试点验收，遴
选推广一批典型模式和企业案例经验。

新能源汽车下乡，售后服务体系同
样要跟上。工信部表示，鼓励参与下乡
活动的企业研发更多质量可靠、先进适
用车型，加大活动优惠力度，加强售后
运维服务保障。

“同时，我们将尽快研究明确新能
源汽车车购税优惠延续等政策，启动公
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城市试点，推动
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工信部副部长
辛国斌说。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完善配套设施 让新能源汽车下乡更顺畅

这是 6 月 17 日拍摄的建设中的重庆陆海国际中心项目。6 月 18 日，
由中建三局三公司承建的重庆陆海国际中心项目主塔楼正式封顶。重庆
陆海国际中心集办公、商场、酒店、观光于一体，是重庆国际商务区的核心
载体和标志性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52 万平方米，由两座塔楼及商业
裙楼组成，其主塔楼建筑高度 458.2 米。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重庆陆海国际中心主塔楼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