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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 25日

星期四要闻

■ 刘洪光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意见》，做好

江苏省数字经济统计监测工作，2021年

6 月初，江苏省统计局向国家统计局提

交了《关于申请在江苏开展数字经济统

计监测试点工作的报告》，申请开展数字

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的统计监测试点工

作，并于 6 月下旬获国家统计局批复同

意。随后，江苏局高度重视，主管部门积

极行动，全面启动江苏省数字经济统计

监测试点各项准备工作。

合理制定计划方案，统筹推进各项

工作。为高质量完成试点任务，确保各

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江苏局拟定了

《江苏省数字经济统计监测试点工作方

案》及工作计划安排，明确试点目的、调

查对象及范围、试点时期、调查方法、组

织实施等具体内容，对各项工作进行合

理分工，提出了时间计划表，落实相关职

能部门的工作职责，切实做到各项工作

目的明确、内容明确、分工明确、时间明

确、职责明确、要求明确等“六个明确”，

确保试点工作各项任务积极有效推进。

严格对照数字经济统计分类，科学

研制统计监测制度。数字经济是一个内

涵比较宽泛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统

一的定义。要做好数字经济统计，就必

须对数字经济的内涵、要素给予准确界

定。针对目前仅有国家统计局颁布的

《数 字 经 济 及 其 核 心 产 业 统 计 分 类

（2021）》（以下简称《数字经济分类》）标

准、还没有相应统计监测制度的现状，江

苏局认真研学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

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界定及《数字经济

分类》遵循的基本原则，依据《数字经济

分类》的主要内容，在充分讨论、深入调

研、学习借鉴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江

苏省数字经济统计监测制度（试行）》，初

步界定了统计调查对象和范围，明确统

计调查方式，设计了基层调查表式和综

合统计表式。

联动开展业务调研，积极探求制度

的可行性。为探索数字经济统计调查方

法，检验统计监测制度的可操作性，江苏

省、苏州市、相城区三级联动，积极开展

调研，为试点正式启动做了大量深入细

致的工作。首先，根据从部门获取的智

能工厂、智能车间、重点工业互联网平

台、工业互联网专业服务机构、工业互联

网标杆工厂等企业名单，挑选部分地区、

部分企业，在相关专业处的配合下完成

对重点企业的走访调研工作。其次，在

对智能制造企业产业数字化情况掌握了

解的基础上，设计针对工业企业产业数

字化水平的调查问卷，培训街道、乡镇人

员，组织完成调查问卷的填报，为数字经

济统计监测制度制定提供了基础支撑。

同时，围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比，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初步测算，召开专

业座谈会进行研讨，达成初步共识。

目前，江苏省数字经济统计监测试

点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

行，待完成统计监测制度修订报批、确定

试点地区、下发试点方案后，将正式启动

江苏省数字经济统计监测试点工作。

（作者单位：江苏省统计局）

江苏局积极筹备数字经济统计监测
国家级试点准备工作

■ 李敏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10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能源产

品生产同比均有增长，其中，生产原煤

3.6亿吨，同比增长 4.0%，发电 6393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3.0%。这组可喜的数

据，在寒冷的初冬中透露出多重暖意，其

蕴含的种种利好，对于确保我国经济社

会平稳运行、确保能源安全保供、确保人

民群众温暖过冬，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助于国民经济总体平稳持续

恢复。8 月份以来，受南方地区来水偏

枯和煤炭价格高企影响、多地火电机组

顶峰能力不足以及全国临时检修机组容

量增加，我国个别地区出现了拉闸限电

情况。为此，国家迅速出台一系列政策

措施，加快煤炭产能释放，增强电力保供

能力。10月份的最新数据充分地说明，

经过两个月来的努力，我国稳产保供政

策措施已经落地见效，全国煤电供需紧

张形势已经有所缓解，这将有助于我国

经济的总体平稳运行、持续恢复。

——为能源安全保供奠定了更为

牢固的基础。冬春两季是能源消费高

峰，煤炭、电力更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和

生活必需品。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

冬季，我国北方等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

偏低，能源需求量会进一步增长，煤电

保障供应的任务依然繁重，不能有任何

的松懈。10月份能源产量的增长，不仅

为全国能源保供工作奠定更为牢固的

基础，也显现出我国在能源生产上的潜

力、弹性与后劲，意味着我国完全有能

力根据实际需求动态调整、处理好能源

安全和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缓解了社

会各界一些不必要的担心，为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能源需求与能源安全提供了

有力保障。

——有利于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能源问题、民生问

题。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既是一项民生任

务，更是一项幸福工程。针对今年预计

中的寒冬以及不确定的极端天气，对于

各地政府来说，在冬季做好煤电供应保

障，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头等大

事，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与动摇。10月份

能源产能的增长，为各地政府贯彻执行

中央精神、切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和物质

基础，有助于提升百姓“温暖指数”，确保

群众温暖过冬。

温暖数据带来三重暖意

本报讯 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卓创资讯 11月 24日联

合发布数据，据对全国流通领域 9大类 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

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1年 11月中旬与 11月上旬相比，14种

产品价格上涨，35种下降，1种持平。

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
11月中旬14涨35降1平

产品名称

一、黑色金属

螺纹钢（Φ16-25mm，HRB400E）
线材（Φ6.5mm，HPB300）
普通中板（20mm，Q235）
热轧普通薄板（3mm，Q235）
无缝钢管（219*6，20#）
角钢（5#）

二、有色金属

电解铜（1#）
铝锭（A00）
铅锭（1#）
锌锭（0#）

三、化工产品

硫酸（98%）

烧碱（液碱，32%）

甲醇（优等品）

纯苯（石油苯，工业级）

苯乙烯（一级品）

聚乙烯（LLDPE，7042）
聚丙烯（T30S）
聚氯乙烯（SG5）
顺丁胶（BR9000）
涤纶长丝（FDY150D/96F）

四、石油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LNG）

液化石油气（LPG）

汽油（95#国VI）
汽油（92#国VI）
柴油（0#国VI）
石蜡（58#半）

五、煤炭

无烟煤（洗中块）

普通混煤（4500大卡）

山西大混（5000大卡）

山西优混（5500大卡）

大同混煤（5800大卡）

焦煤（主焦煤）

焦炭（二级冶金焦）

六、非金属建材

普通硅酸盐水泥（P.O 42.5袋装）

普通硅酸盐水泥（P.O 42.5散装）

浮法平板玻璃（4.8/5mm）

七、农产品（主要用于加工）

稻米（粳稻米）

小麦（国标三等）

玉米（黄玉米二等）

棉花（皮棉，白棉三级）

生猪（外三元）

大豆（黄豆）

豆粕（粗蛋白含量≥43%）

花生（油料花生米）

八、农业生产资料

尿素（小颗料）

复合肥（硫酸钾复合肥，氮磷钾含量45%）

农药（草甘膦，95%原药）

九、林产品

天然橡胶（标准胶SCRWF）
纸浆（漂白化学浆）

瓦楞纸（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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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克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本期价格（元）

4631.4
4873.3
5193.0
4943.7
6031.6
5186.2

71231.7
18877.4
15067.9
22980.0

650.0
1065.8
2694.9
7213.4
8825.8
9347.3
8842.8
9391.9

15250.0
8103.6

7508.4
5481.3
8631.6
8388.7
7723.4
8252.0

1887.9
874.3

1002.1
1178.6
1258.6
3010.7
3243.5

657.4
585.7

2168.9

3841.3
2822.9
2659.1

22566.6
17.7

5615.7
3427.5
8216.7

2563.9
3282.5

79500.0

13654.1
4681.1
4795.2

比上期

价格涨跌(元)

-292.4
-269.2
-314.5
-340.7
-268.5
-308.4

278.8
-510.3
-354.0
-517.5

-56.3
-257.7
-195.7
-404.7
-484.5
111.7
-69.8

-100.8
1293.1
-443.3

-126.6
-303.7
-371.8
-369.3
-250.0

45.0

3.5
-7.0

-34.2
-37.7
-51.4

-742.4
-655.0

-19.2
-13.1

-272.3

26.3
60.1
29.3

208.4
0.9

61.1
22.7
10.4

-95.0
0.0

-500.0

319.0
-43.6
-21.6

涨跌幅 (%)

-5.9
-5.2
-5.7
-6.4
-4.3
-5.6

0.4
-2.6
-2.3
-2.2

-8.0
-19.5

-6.8
-5.3
-5.2
1.2

-0.8
-1.1
9.3

-5.2

-1.7
-5.2
-4.1
-4.2
-3.1
0.5

0.2
-0.8
-3.3
-3.1
-3.9

-19.8
-16.8

-2.8
-2.2

-11.2

0.7
2.2
1.1
0.9
5.4
1.1
0.7
0.1

-3.6
0.0

-0.6

2.4
-0.9
-0.4

统计视野

近年来，四川省眉山

市仁寿县积极鼓励和引导

民营企业不断加大科技投

入和设备更新，企业实现

产品创新、产业升级和效

益产能倍增，推动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图为该县

某企业工人正在自动化生

产线上巡视。该企业通过

生产设备技改后，不但降

低了人工、能耗等成本，还

带动了产品提质增效。

中新社供图

科技投入
助民企发展

最新发布

注：上期为2021年11月上旬。

局队在线

本报讯 为进一步调动河南国家调查队系统党员干部对课题

研究的积极性，营造课题研究的热烈氛围，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

队近日举办了系统第二期课题研究分享沙龙，活动内容丰富，反响

热烈。

第二期课题研究分享沙龙有 5人参与分享活动。他们中，有

总队机关干部、基层调查队干部，还有国家统计局的挂职干部。这

些同志结合自己从事的工作，站在不同的角度，与大家分享了课题

研究方面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国家、省、市三级人员同台交流，博

采众长，碰撞出了更多思想火花。

河南总队党组书记、总队长崔刚出席活动并指出，2022年，是

河南国家调查队系统人员素质提升年，课题研究分享沙龙活动关

注度高、人员参与度广，为系统干部职工提供了很好的学习交流平

台；总队将坚持办好课题研究分享沙龙，办好、办精、办出更大成

效，真正将课题研究分享沙龙打造成人员素质提升的强有力阵地，

全力打造一流的课题研究队伍，全面提升课题研究能力。

本次课题分享沙龙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总队机

关和各市县调查队共计 600余人参加活动。参会人员表示，课题

研究分享沙龙为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要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着重提升自己的课题研究能力和水平。 吕少辉

河南总队举办课题研究分享沙龙

本报讯 为深入了解当前甘肃省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情况，国家

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近日组织开展了普惠性学前教育专题调研。

兰州、平凉、酒泉、庆阳、陇南、甘南等 6个市（州）调查队克服

时间紧、任务重等困难，按甘肃总队布置要求积极开展调研。在统

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前提下，迅速完成对 53 家幼儿园和

817名幼儿家长的问卷调研，获得了详实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调研结果反映出，近年来，甘肃省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将其作为

重大的民生工程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连续实施三期学前教育

行动计划，通过建机制、扩资源、配教师、保经费、强资助、重保教等

改革举措，推动学前教育取得跨越式发展；学前教育普及水平大幅

提升，特别是农村地区入园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基本实现有需求

的行政村幼儿园全覆盖。甘肃总队还根据各地调研情况，从资金、

师资力量、保教质量、城乡发展、政策扶持、政府管理等多方面，深入

探究分析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

意见建议，为甘肃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办好新时代学前教育、更好实现幼有所育提供有益参考。 吕梦彧

甘肃总队开展普惠性学前教育调研
■ 王亚光

泰国首都曼谷东南 100多公里处的

罗勇府是泰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位于泰

国政府着力打造的“东部经济走廊”核心

区域，成立于 2006年的泰中罗勇工业园

就坐落于此。作为中国首批境外经贸合

作区之一，泰中罗勇工业园既是中国-
东盟经贸关系蓬勃发展的见证者，也是

双方合作共赢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进入工业园，湛蓝的天空下绿意盎

然，办公楼与厂房鳞次栉比。目前，工

业园已吸引 170 余家中国制造企业、30
余家配套服务企业在泰投资，为当地提

供 4 万多个就业岗位，有力促进了当地

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2014 年进驻工

业园的豪迈（泰国）有限公司就是其中

之一。

豪迈（泰国）有限公司是中国汽车

轮胎模具制造商豪迈集团的海外公司

之一。公司总经理邱金亮说：“东盟国

家拥有丰富的橡胶资源，我们的客户

大都在东盟国家布局，豪迈来泰国投

资建厂既能贴近客户，也能辐射东南

亚市场。”

公司车间里，雕刻机按照预先输入

的设计方案在轮胎侧板上刻制。“这些都

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专用设备，

自动化水平很高，通过培训一名工人可

以同时操作 4台机器。”邱金亮说。

“7 年来，我们的产销量实现年均

60%的增长。2020年工厂订单达 2亿元

人民币，产品 80%出口欧美，20%供应泰

国的汽车轮胎厂家。”他说，虽然今年受

当地新冠肺炎疫情及原材料和运输成本

上涨影响较大，但企业通过内部改善和

优化工序等调整，保持了与去年持平的

业绩。

邱金亮看好企业在泰国的发展前

景，认为中国-东盟互为近邻，经济上优

势互补，前景会越来越好。“明年《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不论是原

材料和设备采购还是产品销售都会更加

快捷，成本也会降低。”

泰中罗勇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总裁

赵斌表示，工业园萌芽并成长在中国-
东盟全面合作发展的沃土里，特别是“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园区的发展更是驶

入了快车道。

赵斌说，随着中国-东盟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即将生效，中国与东盟合作

将进一步加强。

“相信罗勇工业园将会继续承担起

建立中泰产能合作平台的重任，通过境

外工业园延伸全球供应链布局，助力

中国企业在泰国及东盟发展，进一步打

造‘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高质量平

台。”他说。

罗勇工业园仅是中国-东盟合作全

面深入发展的一个缩影。自 1991 年建

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和东盟已经发展

成为最全面、最具实质内涵、最为互利共

赢的战略伙伴，也成为最成功、最具活力

的地区合作样板，为双方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好处。

2020 年，东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

伙伴，中国则连续 12 年保持东盟第一

大贸易伙伴地位。双向投资合作也

呈蓬勃发展态势。截至今年 6 月底，

中国和东盟国家相互累计投资总额

超过 3100 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最

主要对外投资目的地和外商直接投

资来源地。

“可以预见，中国与东盟未来将进

一步深化合作，双方将朝着构建更为

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

的步伐，必将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泰国暹罗智库主席

洪风说。

中国-东盟共赢合作为企业提供投资兴业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