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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 2日从公安部获悉，
公安部日前部署全国公安食药侦部门依法严
厉打击制售假冒涉疫药品、检测试剂及制氧

机、血氧仪等相关用品违法犯罪活动，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全力服务疫情防
控工作。

公安部：严厉打击制售假冒涉疫药品违法犯罪活动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月 2日从长江三峡
通航管理局获悉，2022年，三峡枢纽航运通
过量达到 15980万吨，同比增长 6.12%，再创

历史新高。其中，三峡枢纽货运量为 15965
万吨，同比增长 6.53%；三峡船闸通过量为
15618万吨，同比增长6.65%。

2022年三峡枢纽航运通过量近1.6亿吨

据新华社电 “十四五”期间，新中国
最早汽车品牌一汽解放将投入超过 100亿
元，打造以氢能产业集群为特色的燃料电

池整车与系统专属基地，打造以风、光绿色
能源为特色的纯电动整车与动力电池专属
基地。

一汽解放布局新能源产业加速转型

据央视客户端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22时，我国最大油气田——中石油长庆油田
全年生产油气当量达到6501.55万吨，创造了

国内油气田年产油气最高纪录。该油田年产
油气当量占国内总产量的1/6，累计为国家贡
献油气当量超8.9亿吨。

长庆油田全年生产油气当量突破65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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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一往无前、顽强拼搏，让明天的中
国更美好。”辞旧迎新之际，习近平主席在二〇
二三年新年贺词中深情回顾党和人民走过的
极不平凡征程，鲜明宣示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和必胜
信心，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创美
好未来。

事非经过不知难。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
从抗击疫情到应对旱情等各种自然灾害，从经
济稳健发展到粮食生产“十九连丰”，从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到中国空间站全面建
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攻
克一个个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光辉业绩。
今天的中国，是梦想接连实现的中国，是充满
生机活力的中国，是赓续民族精神的中国，是
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从新时代十年回望百
年奋斗历史，历程何其艰辛又何其伟大。我们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奋进新征程，成就更加美
好的中国，唯有以斗争精神迎接挑战，以奋进
拼搏开辟未来。

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幸福生活不
会从天而降，奇迹从来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没有无数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今天的
国泰民安；没有广大党员干部带领群众苦干实
干，就不会有全面小康的梦想成真；没有各行各
业劳动者的敬业奉献，就不会有各项事业发展
的扎实成就。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
必成。砥砺愚公移山的志气，保持滴水穿石的
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我
们就一定能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

明天的中国，力量源于团结。团结奋斗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显著精神标识，是中
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从革命时期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改革开放之初号
召“团结一致向前看”，再到新时代强调在党的
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我们党的奋
斗史，就是一部带领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取得胜
利的历史。历史与现实充分说明，越是攻坚克
难，越要团结统一；越是爬坡过坎，越需步调一
致。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团结是最强的力量。
新征程上，14 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迈不过的坎。

明天的中国，希望寄予青年。年轻充满朝
气，青春孕育希望。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
力量。青年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青年一代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
有希望。复兴梦想正在召唤，广阔舞台已经搭
建，新时代中国青年挺膺担当，必定大有可为。
厚植家国情怀、涵养进取品格，以奋斗姿态激扬
青春，新时代中国青年必将不负时代、不负华
年，让青春在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逐梦新征程，奋斗再出发。2023年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新
起点上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呼唤着亿万追梦人
再接再厉、开拓进取。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砥砺复
兴之志、凝聚团结之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
奋斗。 （新华社评论员）

——习近平主席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带来深刻启示

为更美好的中国团结奋斗

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正式生效实施，全球人口最多、
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区启航。

RCEP生效实施已满一年，在逆全球化思
潮抬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作为区域
经济合作重要参与方，我国高质量实施RCEP，
助推地区经济不断前行，为亚太和全球发展繁
荣注入新动力。
红利释放：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推进

RCEP 现有 15 个成员国，包括中国、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5国以及东盟 10
国，人口数量、经济体量、贸易总额等三个方
面均占全球总量约 30%。RCEP生效实施以
来，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
最大亮点。

RCEP涵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方
方面面，其关键内容是减免关税——区域内
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

2022年 3月 18日，RCEP对马来西亚正式
生效当天，北京福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的
24台卡车获得北京海关签发的首份对该国的
RCEP原产地证书。

受益于RCEP生效实施，北汽福田向马来
西亚的出口关税从30%降至5%，并将逐年降至
0，极大增强了企业竞争力。2022年1至11月，
北汽福田出口RCEP成员国车辆共 13162台，
预计可减免关税2215万元。

在浙江，因为RCEP生效实施，义乌小商
品也更具竞争力。2022年1至11月，义乌共签
发RCEP优惠原产地证书5076份，签发总金额
9713.05万美元，累计减免关税超677万元。

出口产品竞争力更强，进口产品成本更
低、速度更快、选择更多。

在广州白云机场空港口岸，一架架货机装
载着新鲜水果接连降落。2022年以来，广州白
云机场海关在该口岸累计监管进口榴莲、油
桃、樱桃、山竹等RCEP成员国特色水果超 4.4
亿元，同比增长12.2倍。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 1至 11月，我国
与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额 11.8万亿元，
同比增长 7.9%，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30.7%。其中，中国向RCEP其他成员国出口

同比增长17.7%，超过我国出口总体增速5.8个
百分点。

既促贸易，也利投资。
RCEP在投资方面设置了投资自由化的相

关规则、投资保护、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措
施，开放水平显著高于成员国间原有双边自贸
协定。

中日、日韩之间通过RCEP首次建立起自
由贸易关系，开放红利尤为明显。商务部数据
显示，2022年1至11月，韩国、日本实际对华投
资同比分别增长122.1%、26.6%。

高质量实施：助推企业享惠稳链
协议的效力在于实施。一年来中国高质

量实施RCEP，推动各项制度落实落地。
RCEP涵盖亚太区域内达成的范围最广、

成员最多的多边电子商务规则，也是目前中国
参与水平最高的电子商务协定。

“RCEP实施带来通关、税收等一系列便利
化措施，使跨境电商出口效率极大提升，企业
成本也进一步降低。2022年以来我们平均每
个月跨境电商出口量超3000吨，这是以前所不
敢想象的。”广州惠购供应链有限公司关务经
理曾懿说。

电子商务新规则、原产地累积规则、经核
准出口商制度、背对背原产地证明……
RCEP 一系列制度安排，有力降低区域内生
产成本，提高贸易效率，加强区域内产业链
供应链合作。

不可回避的是，RCEP生效后，中国部分
产业将受到来自区域内产品的竞争。为此，
中国高标准实施 RCEP，不断塑造合作和竞
争新优势。

商务部等 6部门印发指导意见高质量实
施 RCEP；全国商务部门、贸促系统组织
RCEP系列专题培训；各地海关不断优化原产
地证书签证模式及监管流程；工信部支持扩
大优势工业产品出口，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市场监管总局与多
个RCEP成员国建立固定标准化信息交换渠
道，以标准支撑更好开拓国际市场……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表示，
在全球开放程度不断下降、贸易成本不断上

升、供应链出现瓶颈的情况下，RCEP为世界经
济发展作出贡献。在促进全球开放合作与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方面，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潜力巨大：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向深入
2023年 1月 2日起，RCEP将对印度尼西

亚生效。
近日，青岛海关关员正与青岛三木水产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军志设计企业享惠方
案。孙军志说，1月 2日起企业出口印度尼西
亚的冷冻大马哈鱼段就可以享受零关税待
遇。“对于利润并不高的水产加工行业来说，是
一个新机遇、大利好。”

青岛海关关税处一级高级主管姚勇说，
2022年前11个月，山东对印度尼西亚出口同比
增长 29.3%，即便《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已经
实施多年，但RCEP对印度尼西亚生效仍将让
部分企业享惠“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业内人士指出，RCEP最大限度整合了东
亚地区“碎片化”的经贸制度安排，推动区域经
济一体化走向深入，已成为开发区域经济增长
潜力的最大抓手。

2022 年 1 月 1 日起，RCEP 对文莱、柬埔
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日本、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等 10国正式生效，2月 1日起对
韩国生效，3月 18日起对马来西亚生效，5月 1
日起对缅甸生效。随着新一年RCEP将对印
度尼西亚生效，RCEP的15个签署成员国中生
效成员数量将达14个。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下一步，
将以RCEP为新起点，与更多贸易伙伴商签自
贸协定，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
网络；进一步提高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
市场开放水平，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环境保护
等新规则议题谈判，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
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
萨里德斯教授认为：“签署双边、多边贸易协
定是破除壁垒、为更多人谋福祉的好方法，
RCEP就是很好的例子。”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我国高质量实施RCEP一周年观察

携手前行 共促繁荣

1月1日拍摄的第九届
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
式现场。

1 月 1 日，第九届丝绸
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
西安举行。本届电影节以

“丝路通世界·光影耀长
安”为主题，设置“金丝路
奖”竞赛单元、开幕式及红
毯仪式、电影之夜等七大
主体单元。 邹竞一 摄

第九届丝绸之路第九届丝绸之路
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

（相关报道详见第二版）

本报讯（薛亚楠）新年伊始，从省商务厅
传来好消息：2022年1月至11月，陕西省新设
外商投资企业 274 家，实际使用外资（FDI）
13.6亿美元，超过2021年全年总量，为2021年
全年的128.3%，规模居全国第19位；同比增长
27.85%，增速居全国第12位。

从行业看，2022年前11月，我省房地产业
实际使用外资3.11亿美元，同比增长127.3%，
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 22.89%；制造业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3.1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27.97%；批发零售业实际使用外资 1.85亿美
元，同比增长120.76%，占比为13.61%。其中，
我省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5628万美
元，同比增长51.58%，比全省实际使用外资增
速高出23.73个百分点。

从来源地看，2022年前 11月，我省实际
使用外资排前五位的分别是香港地区、英
国、法国、韩国、日本。上述 5个国家和地区
在陕投资总量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
95.15%。其中，香港地区在陕投资 7.39亿美

元，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 54.32%；英
国在陕投资 2.37 亿美元，占比为 17.44%；法
国在陕投资 2.15亿美元，占比为 15.77%。同
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陕投资 1331万美
元；RCEP成员国在陕投资 1.17亿美元，同比
增长 89.05%。

从区域分布看，我省关中、陕北、陕南地
区实际使用外资（不含国家天然气合作开发
项目）分别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
92.08%、5.95%和1.97%。

去年前11月陕西利用外资增速居全国第12位

本报讯（巩鑫）元旦前夕，由省工信厅指导，
陕西省汽车供应链联盟编制的陕西省汽车产业
链名录（2022版）正式发布，该名录相当于陕西
省汽车工业的“新名片”，将对吸引外省企业来
陕西投资汽车产业，提升陕西汽车产业链上下
游协作配套能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陕西省汽车产业链名录（2022版）共覆盖
陕西汽车产业链优势企业、园区、服务单位近
百家，其中：商用车（重卡）整车整机企业 11
家、乘用车（新能源）整车整机企业 5家、供应
链企业54家、产业链园区6家。分为7大板块内
容，包括：陕西省汽车产业链布局图，商用车（重
卡）整车整机企业，乘用车（新能源）整车整机企
业，汽车供应链企业，园区承载、重卡产业链提升
方案图谱，乘用车（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升方案
图谱，陕西省汽车产业链招商引资清单。

据陕西省汽车供应链联盟负责人介绍，该
名录的编制是落实省委、省政府产业链提升工

作的重要举措，是对陕西汽车产业链和汽车优
势产品的全面展示，为促进陕西汽车产业链协
作配套、协同创新、聚集发展搭建了协同发展
平台，将对陕西汽车产业链的强链、延链、补链
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近年来，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汽车
产业发展，将商用车（重卡）和乘用车（新能源
汽车）两条产业链作为省级标志性重点产业
链。全省汽车产业呈现增长态势良好、提档
升级加快、竞争优势明显、多点支撑有力的鲜
明特点，截至目前，全省现有和在建整车产能
已突破 300万辆。2022年以来，陕西汽车产业
发展增速持续保持全国第一。预计 2022年陕
西汽车产量可突破 130万辆，力争产量增速在
65%以上，增速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其中新能
源汽车产量预计达 100万辆，产量增速及规模
稳居全国前列，陕西也将迈入汽车产业大省
之列。

我省汽车工业发布“新名片”

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628万美元

1 月 2 日，
小朋友们在西
安市长安区某
商场儿童娱乐
区域游玩。

当日是元
旦假期的最后
一天，市民尽
情享受假期欢
乐时光。

本报记者
兰增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