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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月湖区真金白银投
入，倾情倾力付出，不断加强优质服
务供给，全力提升改善民生福祉，城
乡百姓真切感受到越来越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该
区坚持生命至上，以最严的举措推
进疫情防控工作，在全市率先设
立隔离观察点、推进封闭式硬隔
离措施，为全区人民筑起了生命安
全防线；

坚持扶真贫、真扶贫，所有建档
立卡户已全部脱贫；

重拳整治生态环境，PM2.5 为
3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6.7%；
优良天数比例为 94.49%，同比上
升 8.8%；

聚焦“七个有所”，用政府的“紧
日子”换百姓的“好日子”，新建“四
点半学校”“关爱儿童之家”等青少
年服务中心 16 个；投入 1300 万元，
保障 45个居家养老中心、农村助餐
养老点等一批养老服务设施运行，
2020年起，投资 1.6亿元，提升了 54
个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农村自来水工程投资 1 亿元、
新农村建设投资 7500万元、桥东田
园综合体投资2亿元；

投资 2000 万元，提升 7 条小街
小巷、建成一批小游园；

…………
如今，大美月湖正以时不我待的

姿态、开拓创新的实干，奋力谱写新
时代改革发展新画卷的月湖篇章。

打造“三大中心”建设“智美标杆、四新月湖”
—月湖区以新担当新作为谱写精美主城区建设新篇章

信江潮涌，奔腾向前；百舸竞流，奋楫争先。
获评省级信访“三无”县（区），获评“四好农村

路”省级示范县（区），全省第一块“非道路移动机械
环保牌照”挂出，市现代物流中心被评为“全国优秀
物流园区”，商事制度改革受到国务院办公厅通报
激励……这是鹰潭市月湖区在 2020年交出的亮丽

成绩单。
今年以来，月湖区围绕鹰潭市委、市政府打造

“智铜道合、强富美优”新鹰潭的决策部署，按照“全
域融合、改革创新、绿色转型、奋进争先”总体工作
要求，强化中心城区责任担当，以“两区两园”（老城
区、新城区、市现代物流园、智慧众创园）为主战场，

聚力打造“三大中心”（城市经济创新发展中心、优
质公共服务供给中心、智美宜居品质生活中心），全
面推动老城换新颜，精心擘画“智美标杆、四新（现
代新经济、魅力新城市、善治新格局、幸福新生活）
月湖”美好蓝图，以新担当新作为谱写精美主城区
建设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大干项目，只争朝夕。月湖区
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
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抓
项目，促发展。

在月湖新城区，总投资 40 亿
元，58 个基础设施项目全部竣工，
24 个配套设施全部完善，9.07 平方
公里的项目建设现场处处塔吊林
立、机器轰鸣，一座功能齐全、人气
聚集、产业兴旺、宜居宜业的城市副
中心正拔地而起。目前，月湖新城
已聚焦电子信息产业，成功引进深
圳天才娃科技、讯宜达科技、酷乐
奇通讯、爱尚微电子、依蒙科技等
一批电子信息、智能制造企业。

工业经济实现“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劣到优”的
华丽转身。如今，占地 4700 亩的
智慧众创园内，城投远大、瑞源精
工、智能终端设备综合生产基地、
装配式建筑产业园、九一二地矿产
业园、大型铁路养护基地等 10 多
个重大项目相继落户，30 家企业
已入驻、开工、投产，预计全部投
产后，年产值约达 50 亿元。

市现代物流中心已入驻企业
381 家，林安集团、快递产业园等

一批项目落户投产，辐射周边 16
个县（市、区）600 万人口。

鹰潭市生态静脉智园从全市各
类固废垃圾处理的实际需求出发，
以打造“无废城市”示范城市为目
标，形成了融“垃圾终端处理——环
保科普——技术研发”为一体的多
元化环保、循环产业基地。

法治服务金融，金融带动实
体。鹰潭市智慧金融科技产业园整
合司法资源，集聚金融机构、保险、
律师事务所、不良资产处置公司等
上下游产业，对信用卡或小额贷等
类案提供批量立案、审判、执行等司
法服务，提升不良资产处置效率。
日前，已采取线上司法诉讼处置小
微债权案件近 10 万宗，约 100 亿元
不良资产通过智慧金融科技产业园
进行了处置。

数 字 经 济 商 贸 产 业 园 致 力
引进跨境电商、网络直播、数字
教育、人力资源等经济业态，重
点发展“互联网+农产品”“互联
网 + 工业”，支持企业“上云、用
数 、赋 智 ”，实 现 线 上 和 线 下 相
结 合 销 售 模 式 ，园 区 已 入 驻 企
业 10 家。

产业发展开新局

月湖区强化中心城区责任担当，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为抓手，着力优先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改善城市环境，提
升居民素质，凝聚党心民心。

“旧改”工作注重“先民生再提升”。
2020年，全区“零补偿”拆除旧改范围内
违章建筑 7.52 万平方米；九一二小区加
装电梯 8 台，成为全市第一个加装电梯
的老旧小区；累计投资 4.6 亿元，拆改防
盗窗11.76万平方米，新增机动车停车位
1591 个，56 个小区实现路平、水畅、气
通、灯明，受益居民 2.3 万户。2020 年成
为该区历年来老旧小区改造面积最多、
改造范围最大的一年。

“棚改”工作再接再厉。2020 年，全

区又完成 8 个棚改任务，涉及 930 户、面
积 23万平方米。特别是社会关注度高、
群众期望值大、矛盾极为复杂的金山弄
棚改项目实现全面签约，为建设街巷式
文商旅综合体奠定了坚实基础；市委党
校项目从启动到签约、拆迁、安置，用了
不到2个月的时间。

“文明创建”工作如火如荼。“路长
制”“三令制”完善到位，文明劝导，全城
行动，市民素质不断提升，为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夯实良好基础。

月湖区交通运输局把“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县道三级路以上已改造完成98%，农村客
运公交化率达70%，已形成内连外通的农
村公路路网体系，城乡交通更加便捷。

城区旧貌换新颜

民生福祉谱新篇

（本版文图由中共月湖区委宣传部提供）

村民喜牧村民喜牧““致富牛致富牛””养老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智慧众创园智慧众创园

月湖城区风光月湖城区风光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5 日电
（记者谭晶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研究人员15日在美国《临床传染病》
杂志上报告，美国5个州在官方公布
首例新冠确诊病例之前已出现新冠
感染病例，这表明新冠病毒2019年
12月就已在美国出现。美国国家卫
生研究院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一研
究结果也支持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
防中心此前与此相同的研究发现。

美国疾控中心呼吸道病毒免疫
学团队首席研究员娜塔莉·索恩伯
格接受美媒采访时评价说，这些研

究前后一致，美国很可能更早就出
现了罕见的零星病例。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
员对2020年1月2日至3月18日期间
从全美50个州采集的24079个血液
样本进行了新冠抗体检测和分析。
结果发现，有9个样本呈抗体阳性。

论文指出，检测为阳性的样本中
最早是2020年1月7日在伊利诺伊
州采集的样本。从感染新冠病毒到
抗体出现的中位时间为14天，这表
明新冠病毒最早可能在2019年12月
24日就已在伊利诺伊州出现。

美国研究报告：

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已在美国出现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外景。 新华社发（孟德龙摄）

据新华社南京6月16日电 （记
者蒋芳、朱筱）从空中俯瞰，扬州中
国大运河博物馆的造型如同一艘巨
型船只，融入风帆元素，停靠在三湾
古运河畔。16日上午，扬州中国大
运河博物馆正式开馆，扬帆起航。

该馆总面积约7.9万平方米，由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团队设计，新
唐风的建筑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之美，
分为展馆、内庭院、馆前广场、大运塔
和今月桥5个部分，是国内首座集文

物保护、科研展陈、社会教育为一体
的现代化综合性运河主题博物馆。

截至目前，该馆已征集到从春
秋至当代反映运河主题的古籍文
献、书画、碑刻、陶瓷器、金属器、杂
项等各类文物展品1万多件(套)，并
设置“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
遗产”“因运而生——大运河街肆印
象”2个基本陈列和“运河上的舟楫”

“世界运河与运河城市”等9个专题
展览，堪称一部大运河“百科全书”。

首座“国字号”运河主题博物馆
在扬州建成开放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8%，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15.4%，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8.2%……

16日出炉的经济“账单”表明，历经疫情冲击，
快速复苏反弹的中国经济继续稳中加固、稳中向
好。从全年看，受全球经济形势和疫情影响，国民
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仍需巩固，但有望稳定在合理
区间。

经济形势如何？
国家统计局当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国

民经济持续恢复，发展韧劲持续显现。
生产端稳中加固趋势继续保持。前5个月，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8%，两年平均
增长 7.0%，其中 5 月份环比增长 0.52%；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5.4%，两年平均增
长4.2%，其中5月份环比增长0.17%。

值得注意的是，前5个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
长20.4%，两年平均增速由1至4月份的下降转为
增长0.6%，表明市场主体投资信心增强。

消费保持较好恢复态势。5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35945亿元，同比增长12.4%，两年平均增
长4.5%；环比增长0.8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第二研究室副主
任李承健分析说，今年以来，随着经济持续恢复，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去年的负拉动转变为正
拉动。

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前5个月，货物进出口
总额147595 亿元，同比增长28.2%，其中5月份同
比增长26.9%。

“总的来看，5月份我国经济运行保持稳定恢
复。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和疫情防控
仍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基础
仍需巩固。”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账单”中有哪些亮点？
透视这份“账单”，经济发展亮点显现：
——新兴动能持续壮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施成效继续显现，高技术产业发展向好。
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两年平

均增长13.1%，明显快于全部工业增速。前5个月，
高技术产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长13.2%，快于全部投

资增长。
——新业态发展迅猛。平台经济、网上零售、

在线教育持续活跃。
前5个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两年平均增长

15.6%，明显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其
中，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速加快。5月份，文化办公
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两年平均分
别增长7.4%、19.6%，比4月份两年平均增速分别加
快0.8、2.2个百分点。

——市场活力稳步提升。随着营商环境改
善，减税降费显效，企业盈利和预期持续向好。

统计数据显示，前4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同比增长1.06倍，两年平均增长22.3%；规模
以上服务业利润同比增长3.3倍。5月份，制造业
PMI达到51%，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2%，持
续稳定在临界点以上，企业预期较好。

物价怎么走？
今年以来，随着经济恢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有所扩大。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 1.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物价还处于温和上涨状态。”付凌
晖说，前5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4%，其中
核心CPI上涨0.3%。其中，食品价格环比连续3个
月下降，同比涨幅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然而，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上涨9.0%，再创新高。这是否会传导到
物价，引发CPI持续上涨？

对此，付凌晖分析认为，我国价格保持稳定有
较好条件，主要表现在：我国经济整体上还处于恢
复中，生产供给保持较快增长，供求基本面不支持
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农产品供应比较充足，食品价
格保持稳定有较好条件；没有使用“大水漫灌”强
刺激政策，这些都有利于价格稳定。

此外，相关部门正加大保供稳价力度。国家
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召开全国视频会议部署落实
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防止价格大起
大落影响基本民生。

就业形势如何？
前5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74万人，完成

全年目标的52.2%。
从主要数据来看，总体就业形势在改善：5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比上月下降0.1
个百分点；25岁至59岁就业主体人群的调查失业
率为4.4%，比上月下降了0.2个百分点。

付凌晖表示，虽然总体就业形势在改善，但就
业仍然存在总量和结构性压力。下一阶段，要保
持对经济恢复必要的支持，促进就业岗位增加。
同时，要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支持重点群体就业
扩大，推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记者了解到，宏观层面，就业优先政策正在继
续强化。5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将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期限延长到今年底，
确定进一步支持灵活就业的措施。

“接下来，要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支持市
场主体稳定发展、稳住岗位，积极创造新的就业岗
位，大力支持创业创新，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同
时，要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多渠道增加
毕业生就业岗位，千方百计，稳住就业基本盘。”李
承健说。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复苏稳中向好 韧劲持续显现
——从前5月“账单”看全年中国经济走势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魏玉坤 邹多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