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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天津举行的“2019
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 上，房
车出行和新兴的可移动式房
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党组
成员王晓峰在会上表示，随着
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人们的
旅游需求已经从走马观花看
热闹为主，转向看门道为主的
层面， 旅游业进入了内容竞
争、品质竞争的阶段。

如今，中国游客已不再满
足于在名胜古迹前拍照打卡
的紧凑型旅行安排，而是更倾
向于亲近当地风土人文、自然
风光的沉浸式休闲旅行体验。

旅博会期间展示的各色
房车吸引了不少人驻足。“现

在人们对房车越来越喜欢，也
越来越接受，房车市场不断扩
大。 ”浙江戴德隆翠汽车有限公
司京津冀大区经理韩颖潇说。

“近几年来， 公司在国内
的销量稳定增长，相比前几年
的销量已经翻番。 ”韩颖潇说，
与他刚接触房车行业的时候
相比，这两年，房车市场在中
国的发展十分迅速。

当自驾游成为国民旅游
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房车开始
成为不少人自驾出行的重要
选择。据中国旅游车船协会统
计，2018 年，中国自驾游已达
35 亿人次； 全国旅居车保有
量突破 10 万辆， 已建成自驾
车旅居车营地 540 个，自驾游

客人均停留时间 2.97天，人均
消费 1062元。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
潜力的意见》指出，鼓励发展与
自驾游相适应的服务， 着力开
发自驾车旅居车旅游产品，为
自驾游发展明确了方向。

相比房车，可移动房屋的
出现，更是“颠覆”了大众对
于旅行居住房屋的认识。 在
旅博会现场有不少创意十足
的房屋， 其室内空间设计美
观合理， 让人很难相信这是
一种可在短时间内装配的可
移动房屋。

“这种房屋的特点是可移
动， 房屋结构可以反复拆装

50 次，在景区可以快速搭建，
而且对当地生态破坏较小。 ”
北京禾缘圣东木结构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兴华说。

湖南地球仓科技有限公
司也在旅博会上带来了创意
感十足的旅居空间， 地球仓
（文旅） 项目总监彭波说：“房
屋安装可在 24 小时内完成，
突破传统酒店建筑模式，地面
上只需要装四个桩基，不用大
兴土木。 ”

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天津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旅博
会于 9 月 6 日至 8 日在天津
梅江会展中心举行，该博览会
已连续在津举办十届。

/新华社

工业增加值破30万亿大关
我国稳居
制造业第一大国

建国 70 年来， 我国工业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破浪前行。工业增加
值从 1952 年的 120 亿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305160 亿元， 按不变
价格计算增长 970.6 倍，年均增长
11.0%。 其中，自 2010 年以来，我
国连续多年稳居全球制造业第一
大国。

经过新中国 70 年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发展， 我国工业成
功实现了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的
历史大跨越， 使我国由一个贫穷
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
业制造大国。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后， 我国工业经济规模迅速壮
大。 1992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突破
1 万亿元大关，2007 年突破 10
万亿元大关，2012 年突破 20 万
亿元大关，2018 年突破 30 万亿
元大关， 按不变价格计算，2018
年比 1978 年增长 56.4 倍， 年均
增长 10.7%。

我国工业国际影响力发生历
史性变化。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按现价美元测算，2010 年我国制
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
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此以后连续
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017 年我国
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高达
27.0%，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
重要引擎。 /新华社

我国首个物流新业态管
理暂行办法出台

记者 9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交通运输部、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
联合发布《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国
首个物流新业态管理暂行办法，
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
效期 2 年。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货运
与物流管理处处长余兴源在当日
召开的网络货运发展座谈会上介
绍， 目前， 网络货运平台已整合
183 万辆货车，占市场上营运货车
的 13%。 网络货运发展带动了行
业转型升级，促进物流降本增效，
但目前针对物流新业态发展的法
规制度不健全， 制约了行业健康
发展。

余兴源表示， 办法以培育壮
大物流新业态、 新动能为目标，
坚持鼓励发展、包容审慎、问题
导向、创新监管的原则，构建了
网络货运经营监督管理的制度
体系。

余兴源称，办法将“无车承运”
更名为“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
营”， 并对其定义和法律地位作了
明确界定。 同时，对网络货运经营
者有关承运车辆及驾驶员资质审
核、 货物装载及运输过程管控，货
车司机及货主权益保护、 投诉举
报，服务质量及评价管理等作了系
统规定， 合理界定了平台责任，规
范平台经营行为。

余兴源表示，办法建立在系统
总结无车承运人试点工作基础上。
从 2020 年起，试点企业可按照办
法规定要求，申请经营范围为“网
络货运” 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县
级负有道路运输监督管理职责的
机构应按照办法，对符合相关条件
要求的试点企业，换发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未纳入交通运输部无车
承运人试点范围的经营者，可按照
办法申请经营许可，依法依规从事
网络货运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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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加码
激发全球经济新动能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仍彰显巨大韧性和潜力，在不断积累新动能的同时，正在全方位开放中加速与世界的创新
合作。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来自政府的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中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前景和巨大
的市场空间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近两年有条件保持 6%以上的增速，2020 年后经济增量依然是全球最大。 中国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举
措，以及持续推进的创新和产业升级，在不断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同时，也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和潜力。

开房车出行，住移动房屋
———中国旅游产业新动向

中国经济彰显巨大韧性和潜力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

济形势，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稳
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彰显巨大
的韧性和潜力。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
局长宁吉 介绍， 今年上半
年，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3%，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
中位居第一。不仅如此，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 需求拉
动协调性明显增强， 产业升级
步伐稳步加快， 创新驱动力不
断增强。 我国 2019年全球创
新指数排名跃居世界第 14位。

中国经济韧性也得到不
少外资企业认同。“中国是我
们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过去
13 年我们投资了 50 亿美
元。 ”KKR集团全球合伙人兼
大中华区总裁杨文钧表示，中
国有着最庞大的千禧一代人
群，消费潜力巨大；中国产业
技术和基础设施不断升级，一
些非常了不起的中国公司比
如阿里巴巴、腾讯等，在人工
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
已经在引领趋势发展。

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的动力和空间，清华大学中国
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许宪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最
重要的是潜力和创造力。充分
发挥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
性可能会产生无穷的创造力。

“我国最近两年依然有条
件保持 6%以上的经济增速，
2020 年后经济增量依然全球
最大。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中国经
济下一步的增长动力还来源
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如
果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倍
增目标，也就是从目前的四亿
人增长到八亿至九亿人，将会
为中国经济提供直接的增长。

“通过一系列举措真正提
升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和社会
保障，通过改革不断释放增长
潜力和提升增长效率，中国不
但会保持自己增长的韧性，保
持稳健的增长，还会为全球经
济注入更多的活力、 潜力，带
来更多的稳定性。 ”敦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
志洲说。

高水平开放加快释放红利
过去 40 年， 中国从相对

封闭的经济体不断扩大开放，
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取得
了巨大成就。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指出，特别
是在过去六年时间里，我国提
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先后建
立了数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
开放领域采取了大力度的举
措。

“当下中国经济的开放是
全面开放、制度型开放和自主
开放。 ”隆国强说，自主降低进
口关税水平 ， 从 9.8%降到
7.5%，开放了大量外商投资新

领域，创造性地举行了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积极参与 WTO 改
革，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致力于推动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宁吉 表示， 下一步，中
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关于具体开放举措，宁吉
透露，一方面，将扎实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以贸易、投
资、 金融等领域合作为依托，
以推进重大项目合作为突破，
积极推进高效畅通的国际大

通道建设，合作打造“六廊六
路多国多港”主骨架，促进中
国与发达国家双向贸易、投资
和第三方市场合作。 另一方
面， 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全面
落实 2019 年版外资准入负
面清单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 抓紧制定配套法规，确
保外商投资法于明年 1 月 1
日有效施行；持续推进在政府
采购、标准制定、资质许可等
方面一视同仁，落实外资企业
同等待遇。

中国还在采取措施促进
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以持续
增大对外资的吸引力。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表示，我们做好内需市
场， 也会吸引全球的研发投
资、技术投资、信息投资等大
规模进入中国。

中国的开放举措得到外
资公司的普遍认可。“在过去
40 年， 可口可乐在中国投资
超过了 130亿美元。 ”可口可
乐全球副总裁马修·埃科斯
说，最新的外商投资法得以推
动，很快就会实行，还有新自
贸区建立等一系列开放举措
正在路上，更加坚定了可口可
乐在中国发展的决心。

与会嘉宾认为，中国的开
放正不断加速，将会给中国经
济、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
发展带来更为积极的影响。

创新合作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
开放、合作、创新将为中

国以及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
劲动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低成本
优势在中国已经消失，现在要
做的是通过创新和产业升级
来支持和促进经济发展。目前
中国创新和新产业发展势头
良好，但“僵尸企业”仍未得到
快速有效地解决，未来仍需进
行制度性、结构性改革，来支
撑长期的经济改革和增长。如
果改革稳步进行，中国经济就
能以健康的水平继续发展。

从世界经济来看，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
部研究员吕薇认为，经济全球
化促进了创新要素在全球的
流动，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开
放与合作创新。全球创新合作
加快了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和
扩散，提高了创新效率。 要构
建一个竞争多元、合作、兼容
的国际创新体系。

“由于全球化发展， 以及
投资、贸易、人文和科技交流

等，发达国家的很多知识能够
外溢到发展中国家来。中国过
去 40 年的发展正是得益于
此。”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
院院长樊纲指出， 目前全世界
仍存在巨大的科技鸿沟， 要进
一步发展国际创新合作， 要促
使发展中国家更快地发展，在
创新能力、科技水平、科研体系
方面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新的全球创新浪潮和
产业革命中，没有哪一个国家
能完全占支配和主导地位，大
家需要合作才能共享繁荣。 ”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
长卢迈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王一鸣也表示， 当前，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治理变
革，使经济全球化处在调整和
重塑历史关口，世界各国都需
要适应新趋势，自我调适并协
调彼此利益，共同打造一个更
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公正
共赢的“全球化升级版”，才能
携手应对挑战，共享机遇和繁
荣。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