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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魏
玉坤）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党的十
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
显示，2013年至 2021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GDP）年均增长6.6%，高于同
期世界 2.6%和发展中经济体 3.7%的
平均增长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
均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

根据报告，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
重达18.5%，比2012年提高7.2个百分

点，稳居世界第二位。2021年，我国人
均GDP达80976元，扣除价格因素，比
2012年增长69.7%，年均增长6.1%。

创新发展动能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
取得新进展。我国研发经费总量在2013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
入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我国
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由2012年的第
34位跃升至2021年的第12位。

协调发展步伐稳健，经济结构不断
优化。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达31.4万

亿元，比2012年实际增长74.3%。2021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65.4%，比2012年提高10个百分点，
是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绿色发展态势向好，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加快形成。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7.5%，比 2015 年提高 6.3 个百分点。
2013年至2021年，全国累计造林总面
积约5944万公顷。

开放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全面开

放新格局加快形成。2020年，我国货
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5.3万亿美元，首
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
2021 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 6.9
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共享发展持续加强，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现行贫困标准
下，2013年至202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
口累计减少9899万人，贫困发生率年均
下降1.3个百分点。2013年至2021年，
全国就业人员稳定在7.4亿人以上。

近十年我国GDP年均增长6.6%
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30%

第19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日前在广西南宁
开幕。国际观察人士认为，以东博会为
窗口，外界见证中国—东盟合作不断释
放活力、结出硕果。在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的第一
年，中国和东盟贸易和投资合作迎来新
机遇，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能。

平台魅力日益凸显
自2004年成功举办以来，东博会日

益成为中国与东盟间的重要对话合作平
台。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达10.2万
平方米，首次设立东盟和RCEP精品展
区，吸引 1600多家企业现场参展，约
2000家企业“云”参展，充分发挥出交流
平台与对话窗口的作用。

走进展厅，各国特色商品琳琅满目，
展位前人头攒动。“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东
博会，展会现场非常热闹！”从事护肤品
贸易的菲律宾商人卡罗琳希望通过进博
会、服贸会、东博会等平台，将菲律宾优
质产品介绍给中国消费者。

泰国广西总会副主席陈良军表示，
从首届东博会开始，该协会每年都组织

泰国企业参展。东博会为中国与东盟经
贸往来、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与发展
注入了驱动力。

马来西亚是今年东博会主题国，参
会企业涉及食品饮料、保健、石油和天然
气等多个领域。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
局首席执行官穆斯塔法日前表示，尽管
新冠疫情还在肆虐，马来西亚企业仍踊
跃参加本届东博会，期待与中国企业建
立密切和长期的业务关系。

18年来，在联通区域、促进合作方
面，东博会的平台魅力日益凸显，迄今共
吸引约101.5万名客商参会，为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项目建设
助力。

东盟秘书长林玉辉说：“东博会对于
加强本地区企业、贸易商和投资者之间
的商业网络和区域互联互通至关重要。”

RCEP红利共振
18年来，东博会始终围绕推动中

国－东盟友好合作的宗旨，致力于搭建
平台、畅通渠道、增进交流、拓展合作，
并在RCEP政策效应下不断激发合作
活力。

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开局之年，也是RCEP生效实施的第
一年。本届东博会以“共享RCEP新机

遇，助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
为主题，各方签订的合作项目远多于
2021年。

RCEP生效实施以来，互联互通持
续推进，贸易红利不断释放，经贸投资提
质升级。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
前8个月，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
14%。同期，中国与RCEP其他14个成
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7.5%。

“RCEP所取得的成效是实实在在
的。”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理事长垣内隆
在参加东博会相关活动时表示，RCEP
是振兴地区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

仅今年1月至4月，泰国出口商在
RCEP框架下申请原产地证书总值就
达2.04亿美元；利用RCEP优惠政策进
口方面，泰国进口货物总值超过7000
万美元。

泰国法政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阿颂
西认为，RCEP成员国分享优惠政策红
利，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经贸和投
资增长，展现出RCEP带来的务实合作
成果。

区域合作成效显著
作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平台，东博

会和峰会历年来共举办涉及互联互
通、产能、海关、金融等40多个领域的

高层论坛，促成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东盟多式
联运联盟等一批项目落地，见证中国
—东盟自贸区建成、中国和东盟互为
第一大贸易伙伴、RCEP生效实施等标
志性成就。

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
不仅激发更大发展潜力，而且为区域经
济一体化注入新动能。

三菱商事东亚总代表中塚润一郎表
示，虽然疫情尚未结束，但RCEP成员国
的进出口额持续增长，显现出区域经济
发展的韧性和RCEP对巩固区域供应链
的积极作用。

新加坡太平船务集团执行主席张松
声认为，RCEP成员国产业互补性强，有
助于扩大亚太区域间贸易合作，提升区
域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开放水
平。RCEP也将成为增进国际经贸往来
的关键推动力。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宋海良向记者表示，从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在东盟国家落地到RCEP 生
效，东博会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关系逐步
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成功和最具活
力的典范。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记者王
嘉伟 黄浩铭 郭轶凡）

新华社北京 9月 18日电 （记者
罗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8
日举行“铭记历史 勿忘九一八”主
题活动，旨在回望历史、追思先烈，
警示人们勿忘国耻、以史为鉴、珍爱
和平。

活动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
拉开序幕，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随后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
牺牲的烈士默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
存康在致辞中说，91年前的今天，日本

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民族危亡的关
键时刻，中国无数爱国人士挺身而出，
抛头颅、洒热血，不畏强暴、浴血奋战，
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现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
作人员、志愿者等进行了抗战主题朗
诵，演唱了抗战歌曲。参与朗诵活动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人员李
洋说：“我们今天以各种方式回望这段
历史，就是为了提醒人们勿忘国耻、以
史为鉴，激励人们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
不懈努力、接续奋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铭记历史 勿忘九一八”主题活动

据新华社沈阳9月18日电 今年
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1周年。18日上
午，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9时17分，高悬的“警世钟”钟声

低沉响起，14声钟声，声贯苍穹，让人
永远铭记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的艰
辛历程；随着时钟的指针缓缓走向9时
18分，尖锐的警报声响彻沈阳上空，警
示着人们勿忘国耻。

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
撞钟鸣警仪式

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现场。 新华社发

新华社贵阳9月18日电（记者汪
军）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
水族自治县公安部门通报，18日凌晨，
黔南州三（都）荔（波）高速（贵阳往荔波

方向）发生一起客车侧翻事故。事发
时，车上载有47人。截至18日12时，
事故造成27人死亡，20人受伤正在救
治。有关部门已紧急赶往现场处置。

贵州三荔高速发生一起客车侧翻事故
27人死亡 20人受伤

中国—东盟合作结硕果 RCEP开启合作新高度

自7月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上
线以来，琼海市纪委监委以“用权、晒
权、督权”为抓手，扎实推进“监督一
点通”平台宣传推广、业务办理和维
护运营工作，推动基层监督下沉落
地，打通服务群众和群众监督的“最
后一公里”。

目前，该市纪委监委已将平台入
口挂接清廉琼海网站、微信公众号
等，并通过微信工作群、微信公众号、
家园琼海APP等渠道向本地区群众
介绍平台功能、作用和使用方法，构
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宣传矩阵，
力求人人都知晓、人人会操作。同
时，充分发挥基层纪委和村务监督委
员会作用，发动党员干部进村入户开

展线下宣传工作，做到点对点教学、
面对面指导。截至目前，已向群众发
放平台操作手册2万余份，张贴宣传
海报300余张。

有了“一点通”，群众诉求问题解
决有了“快通道”。截至目前，琼海市

“监督一点通”平台访问量万余人次，
已办理群众投诉件5起。

“在线上线下双向监督的助力
下 ，村 里 的 干 群 关 系 既‘ 亲 ’又

‘清’。”琼海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琼海市纪委监委
将切实发挥干群同心的力量，持
续延伸监督触角，助力清廉村居
建设。

（文/王乐）

“监督一点通”平台
助力清廉村居建设

“要确保环境整治过程中机械
费和劳务费支出真实合理、公开透
明，对所有支出明细账实现日清月
结、一月一审核签名，并及时在村
级公示栏中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群
众监督。”近日，来自省纪委挂职干
部刘平与琼海市嘉积镇南堀村村
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召开每月例会，
研究部署村务监督委员会相关工
作。

这是琼海市纪委监委推行“四
个一”工作法的一个缩影。为切实
发挥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作用，推
进村（居）务监督工作规范化、常态
化，琼海市纪委监委探索建立村
（居）务监督委员会“四个一”工作

法，推动日常监督由表及里、由浅
入深，持续提升日常监督工作质
效。

“‘四个一’工作法即一周至少
开展村（居）务监督一次，一个月至
少召开一次村（居）务监督工作会
议，每一季度梳理汇总一次村（居）
务监督工作情况，年底开展一次民
主评议和考核。”琼海市纪委监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推行“四个
一”工作法，强化村务监督委员会
履职管理，建立健全农村权力运行
监督制度，进一步形成村务监督的
巨大合力，推动清廉村居建设落地
生根。

（文/杨宁）

“四个一”工作法
提升村务监督质效

今年6月，琼海市纪委监委制定
印发《关于琼海市打造清廉村居的实
施方案》，以清廉班子、清廉干部、清廉
村务、清廉民风为抓手打造清廉村
居。潭门镇更是创造性地将海洋爱国
文化融入到清廉村居建设之中，推动
清廉文化与村庄治理、产业发展、村民
生活、民风培育融合共进。

以渔民、渔谚、渔歌等为载体，
潭门镇将清廉元素与潭门人爱国爱
海情怀相结合，开展清廉文化“到船
头、进渔户”活动，将“廉音廉语”传
递到渔农村。“七一勋章”获得者王
书茂围绕清廉村居建设，以通俗易
懂的海南方言随时随地讲述冲锋在
前、守护南海的光荣历史，打造海洋

爱国文化宣传教育“实景课堂”，全
力营造“以廉为荣、以清为美”的良
好社会民风。

据了解，潭门镇以海洋爱国文化
为依托，通过“南海明珠”公众号、发放
宣传手册、粘贴宣传海报等形式，打造
海洋文化“廉”名片，吹响“海上清舟”
冲锋号，不断强化清廉底色，着力推动
社风民风不断向上向好，成为该市弘
扬清风正气，加强清廉村居建设的一
个缩影。

作为一个沿海乡镇，潭门有渔船
约600艘，为了强化渔船和渔民管理，
潭门将清廉教育纳入渔业管理的重要
内容，做好“渔廉”融合文章。

（文/王乐）

依托海洋文化
打造清廉村居

专题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蔡佳倩 美编：孙发强

专题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梁君穷 美编：孙发强

肩鸿任钜践初心，“疫”往无前显担
当。面对突然来袭的疫情，三亚市现代
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
委会）全体干部职工闻令而动，第一时间
奔赴项目工地等疫情防控最需要的地
方，开展核酸检测，保障物资供应，日夜
兼程与时间赛跑，有力有序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

疫情发生后，三亚海棠区委书记、
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工委书记鲁正兰
要求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一项重大的
政治任务，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硬
仗，扛起责任担当。管委会迅速组成在
建工地的贴心服务站，不仅有奔赴一线
的工作人员为工人筑起一道抵御疫情
的坚固堡垒，还有后勤保供咨询人员为
工人搭建起心理疏导和协调物资渠道
的温情桥梁。

8月5日，三亚第二方舱医院选址确

定后，管委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指挥
部报到，投入工作，与项目方协调场地移
交、现场踏勘，第一时间了解设计方案，
拟定物资、人员、进度清单，沟通施工单
位进场，8月7日，第二方舱医院建设工
程正式启动，项目从选址到全面开工仅
用24小时。

根据海棠区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管
委会在此次抗疫行动中，前期设置了15
个在建工地核酸检测点，担负起54个在
建工地共计9848名人员的核酸检测及
物资保供工作。后期为了做好项目工地
的封闭化管理，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防控要求，管委会全体干部职工化身

“大白”，开展上门核酸采样，共设立25
个100人以上的工地固定采样点和5组
流动采样组。在园区内样本转运员缺乏
之时，管委会工作人员主动克服困难，承
担起转运工作，并规范、快速完成30个

点位的样本转运工作。面对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役，管委会全体干部职工安家在
单位，昼夜鏖战，用高昂的斗志和一往无
前的勇气，扛起在建工地近万名群众的
生命安全重任，无怨无悔。

三亚实行全域静态管理之时，管委
会迅速将园区疫情防控工作和物资保障
工作双管齐下，致力解决项目工地在疫
情防控期间的生活所需。管委会为项目
工地创建了物资保供群，打通保供最后

“一公里”，发布物资供货渠道，及时解决
群众诉求和生活所需，沟通保障物资车
辆通行。通过项目工地物资保供群的有
效运作，不仅解决了群众生活物资所需，
还疏导缓解了群众情绪。同时，也通过
此群让群众及时了解核酸检测的相关信
息，确保群众对疫情期间的相关信息及
时了解，人人知晓。

海棠区区长、管委会主任石廷伟率

先垂范，下沉一线，号召管委会全体工作
人员，疫情当前勇担当，履职尽责不后
退。工委副书记周洪杰原本在陪伴家人
休假，获悉三亚疫情，立刻终止休假，返
回单位部署抗疫工作，筑牢海棠区第六
片区在建工地疫情防控屏障。

堡垒无言，却能凝聚起所向披靡的
无穷力量；旗帜无声，却能产生身先士卒
的强大效应。管委会所有干部职工在抗
击疫情工作中都争先冲锋在前，吃苦在
前。他们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不畏艰险、同心逆行奋战，坚决筑牢安全
屏障，阻断“疫情”传播，展现出了新时代
的英雄本色。他们无论身居在一线还是
工作在幕后，都共同致力于以实际行动
守卫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不辜负党
和人民的期望，为园区搭建坚强有力的
抗疫堡垒。

（撰稿 易建阳 张雨迪）

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肩鸿任钜践初心“疫”往无前显担当

本组图片均为管委会工作人员组织开展核酸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