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统计显示，一季度我国新
登记企业达到了132万户，日
均新登记企业1.47万户， 新的
市场主体在大量增加。“这是一
个非常可观的增量。” 邢志宏
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
展，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
造力。

同期，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蓬勃发展。一季度，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9.6%，增
长幅度明显高于规模以上工
业平均增速；网上零售额增长
35.4%，快递业务量增长30%以
上，增速继续在加快。邢志宏表
示，“互联网＋” 促生了很多新
业态、新商业模式，数字经济、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继续快速
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
新活力。

� � �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数
据，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6.8%。经济运
行开局良好，稳中有进，进中
育新。 这份靓丽的成绩单，得
益于持续的改革开放，也提振
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的信心。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标本
兼治防范金融风险，加快推进
“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外资
营商环境……一系列改革开放
的举措让中国经济内生活力和
动力不断被激发，经济结构不断
优化，目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过30%，已成为世界经
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放眼未来， 前路并不平
坦，我们依然还有很多硬骨头
要啃， 还有不少关口要跨越。
要让中国经济这艘巨轮继续
行稳致远，依然要靠深化改革
和扩大开放来提供发展的动
力和保障。

中国经济站在了由高速
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
新起点上， 改革开放也到了
新的历史关头， 面临的形势
更加复杂艰巨， 但中国沿着
这条强国富民之路继续走下
去的决心未变。而且，当前中
国经济稳中向好，稳定性、协
调性、可持续性增强，经济韧
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
也为我们深化改革和扩大开
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
论坛上， 中国宣布的一系列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重大
举措， 受到国际舆论广泛关
注和高度评价。在保护主义、
逆全球化抬头的背景下，中
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将为
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
期的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
遇。 这不仅是推动自身高质
量发展的坚定行动， 也必将
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良好开局
提振深化改革开放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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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能推动经济稳中向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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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比去年同期上涨2.1%，
延续了温和上涨态势。“总的看
物价将保持平稳运行。” 国家发
展改革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说，
从市场供给看，我国农业、工业
和服务业相关产品都具备较为
充足的供给能力，物价平稳运行
具备坚实基础。

此外，我国首次对外公布了
与国际接轨的城镇调查失业率

数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
年1至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分别为5.0%、5.0%和5.1%，分
别比上年同月下降0.2、0.4和0.1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
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昌林
说，近年来，我国经济新动能显
现，服务业快速发展，城镇化进
程不断加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
推进，也为劳动力就业提供了广
阔的市场空间。

� � � �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
度，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0275亿元， 同比增长9.8%。最
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77.8%，远高于去年全年
58.8%的贡献率。最终消费支出
已连续第五年成为中国经济增
长的第一引擎。

“消费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发挥了‘压舱石’的重要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
司有关负责人说。对于全年消费
规模，王昌林说，据测算，2018年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
首次超过美国， 达到40.4万亿
元，成为全球最大零售市场。

� � � �初步核算，我国一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198783亿元， 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这一
增速和去年四季度持平，我国经
济增长率已连续11个季度稳定
在6.7%到6.9%的区间。 分产业
看，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7.5%，
增速远超第一、第二产业。

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转向
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从主要
依靠投资拉动转向投资和消费

一起拉动，从出口大国转向出口
和进口并重的大国，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说，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的
结构性变化大大增强了经济的
稳定性和韧性。他表示，前瞻未
来， 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国
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
突出。但是，中国经济实力强、潜
力足、韧性好、回旋余地大，中国
经济将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中国经济实力强、韧性好1

物价、就业水平更趋稳定2

消费成为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3

� � � �统计显示， 今年一季度，全
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8.1%。 其中，3月份服务业商务
活动指数为53.6%，高于上年均
值。从市场预期看，服务业业务
活动预期指数为60.1%，连续10
个月高于60.0%。

2017年，服务业在我国GDP
总量中的占比为51.6%，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是58.8%。 邢志宏说，
今年一季度， 上述占比和贡献率
分别提升至56.6%和61.6%。

他表示，消费结构升级为服
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空
间 。 去年我国人均GDP接近
9000美元，居民收入不断提高、
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为服务
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服务业成经济发展主动力4

一季度经济增速———6.8%

大趋势折射
中国经济发展新气象
6

� � � �一年之计在于
春。

国家统计局
17日公布了2018
年一季度宏观经
济数据。

6.8% ———
2018年一季度中
国经济成绩单17
日揭晓。 一条稳健
的增长线彰显新时
代中国经济的韧性
与活力———中国经
济增长率连续11
个 季 度 稳 定 在
6.7% 到 6.9% 区
间， 稳中向好的发
展背后， 消费动力
更加强劲， 结构优
化更趋明显。

� � � �据海关统计，一季度我
国出口额3.54万亿元，增长
7.4%； 进口额3.21万亿元，
增 长 11.7% ； 贸 易 顺 差
3261.8亿元 ， 收窄21.8%。
“今年以来， 我国进出口贸
易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进
口增速继续高于出口增速，
顺差有所收窄，进出口更趋
平衡。”邢志宏说，我国在对

外贸易中，追求的是贸易平
衡，这也有利于国内经济的
发展。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
研究所副所长白明指出，中
国不主动追求顺差， 并且在
不断地扩大进口， 这为各国
提供了分享中国市场红利的
新机会。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进出口贸易更趋平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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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符文斌)今天,在位于永顺县灵溪镇南山社区邵家
湾宴家堡的溪州芙蓉学校项目场地平整现场，一
台台大型挖掘机不停地施工作业，一辆辆渣土运
输车来回穿梭。 同日，在位于古丈县古阳镇树栖
柯村雷公山的芙蓉学校建设项目现场，也正在进
行场地平整和基础施工。这两所学校是我省第一
批已开工建设的“芙蓉学校”。

我省2017年起实施“湖南省贫困地区中小学

校建设工程”，4年内支持40个国家级贫困县。 按照
国家有关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在每县建设1至2所规
模适中、条件达标、风格统一、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
较好、主要面向贫困学生招生的“芙蓉学校”。 省财
政对每个项目县给予3000万元的资金支持。

永顺县、古丈县是纳入政策范围内的第一批
项目县。 溪州芙蓉学校总投资2.4亿元，设计小学
学位2500个；古丈县芙蓉学校总投资1.5亿元，设
置小学部、初中部，开设72个教学班，可容纳学生

3000多人。 古丈、永顺多渠道筹措资金，除省政
府给予项目资金和政策支持以外，还积极争取常
德市、济南市历下区对口扶持项目资金等。

今年开工以来，现场施工人员战雨天、抢晴
天，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抢抓施工进度。
项目指挥部人员也24小时在岗在位。 据悉，古丈
县力争2018年内将芙蓉学校建设达到基本交付
使用条件，永顺县溪州芙蓉学校确保在2019年3
月顺利开学。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曾翼辉 曾伟业）“以前，大家难
以全面了解村里的财务情况，现在打开
手机就一目了然了。 ”4月17日，新化县
金凤乡坪油村村民老戴，一边用手机查
看村里的财务数据，一边感慨地说。

近年来， 新化县规范村级权力运
行，通过建设“互联网+监督”平台、分类
“确权”、公布权力清单、不定期督查等
方式，全面理清村级权力，杜绝雁过拔
毛、暗箱操作、揩集体油等问题。去年以
来，“互联网+监督” 平台共受理问题投
诉160件，已核查处理142件，涉及金额
42.69万元。

新化县着力建设村级“微权力”风险
防控体系，出台村务公开、村级工程建设
管理、“微权力” 风险防控及责任追究等
文件和制度， 从源头上规范村级权力运
行。 拟定村级权力清单，分为重大决策事
项、日常管理事项、便民服务事项3大类
共29项，明确“要做什么”“能做什么”；绘
制流程图谱、完善配套制度，明确“该怎
么干”“由谁来干”；建设村务公开栏，开通
“互联网+监督”平台，以村级财务公开为
重点，进行阳光“晒权”；推行“四议两公
开”制度，发动群众参与监督，遏制“任性
干”“侥幸干”，把村级权力“晒”在阳光下，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陈淦璋）据长沙
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今日公告， 位于高铁
南站片区的[2018]长土网013号地块于今天上
午出让， 最终以底价30亿元由绿地地产集团长
沙置业有限公司竞得， 折合楼面价每平方米
3040元。

该宗地位于雨花区新花侯路， 出让面积
200272.34平方米（300.409亩），容积率从4.02
到6.0不等，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起始价30亿
元。该宗地对竞买人自身条件要求较高，要求竞
买人或其所在母公司必须为世界500强企业，具

备国内城市高铁板块开发的经验； 要求其地块
之间必须建设空中连廊，保证至少建设一栋200
米超高层建筑， 引进并建设一家不低于五星级
酒店标准的自营酒店， 并引进全球进口商品直
销中心入驻等。

这并不是该宗地首次挂牌。 今年3月19
日， 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中止了该宗地的挂牌
出让， 并于一周后就恢复挂牌出让作了补充
公告。

据了解， 该宗地也是长沙市今年以来的总
价最高地块。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龙云）“历时3年，这3株野生大黄花虾脊兰终于
得到确认。 ”4月15日，永州市金洞管理区林业局
工程师刘坤告诉记者。这是永州市境内首次发现
野生大黄花虾脊兰。

据悉， 野生大黄花虾脊兰为珍稀濒危种，具
有典型的大陆和岛屿间断分布特点，其分布格局
对植物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刘坤介绍，
2015年，他们在管理区发现3株疑似大黄花虾脊
兰的植物，此后，一直追踪调查。直到今年4月，才
拍摄到其开花的照片，经中南林科大植物学专家
徐永福和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罗毅波确认，
认定为野生大黄花虾脊兰。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赵威
郑良舰）4月3日至17日， 张家界市永定区组织开展
了为期半个月的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电站增
殖放流活动， 共放流5000克、50克两种规格的人工
繁育大鲵鱼种2041尾，其他鱼类52万尾。

大鲵是我国特有濒危珍稀两栖类动物， 俗称
“娃娃鱼”，素有动物演变“活化石”之称，被联合国列
入濒危保护动物名录，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张家界
是“中国大鲵之乡”，是国内大鲵资源最丰富的产地
之一，具备大鲵栖息和繁衍最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此次放流活动涉及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的23个水电站以及茅岩河镇、三家馆乡、官黎
坪街道等14个区域，同时，还在23个水电站树立
了增殖放流公示牌，安置了人工鱼巢。

在40个国家级贫困县遍栽“芙蓉花”

首批芙蓉学校开工建设

长沙高铁南站片区
一宗地30亿元出让

为今年总价最高地块， 由绿地地产竞得

紧盯“微权力” 严防“微腐败”
新化县规范村级权力运行

永定区增殖放流
大鲵两千余尾

永州发现
野生大黄花虾脊兰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通讯员 向民贵
覃美燕）春耕农忙时节，泸溪县38名农业
技术员奔走在田间、林中、养殖场，对椪
柑、辣椒、葡萄、油茶、生猪等产业进行技
术指导，用技术帮扶助推农民脱贫致富。

在洗溪镇洞底坪村，农业技术员龚义
春为农民进行葡萄春季培管培训。龚义春
详细讲解了葡萄病虫害规范化学防治措
施、肥水管理等知识。 全村60余户贫困群
众参加，不时有农户提出疑问。

今年1月到目前， 该县农业局已举办

了产业培训75次，8600多人次参加， 其中
贫困群众占90%以上。 种植大户杨新勇发
自肺腑地说：“送钱送物，不如送技术。 ”

在浦市镇毛家滩村200亩椪柑基地，
农业技术员剪枝、锯干、整形，对椪柑树进
行高改矮、密改稀。现阶段，椪柑产业进入
了科学培管的关键时期。为了提高椪柑质
量， 该县对全县23万亩椪柑进行品改提
质，开展椪柑科技标准园建设，使株距控
制在3.5米左右， 山地每亩保留永久树70
株，平地每亩保留60株。

泸溪科技帮扶3万多人脱贫

水稻机插秧比赛
4月17日，湘乡市东郊乡石竹村，选手们正进行水稻机插秧比赛。 当天，该县举

办水稻机插秧大赛，来自全县27家合作社的29名选手参赛。 比赛提高了合作社机插
秧技术，推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助力乡村振兴。 康军军 摄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刘洋 徐杰）13日，长沙市雨花区召开动员会，部
署加强城市基层党建。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加快，城市流动党员不
断增多，社区党组织和“两新”组织快速增多，基
层管理治理难度大。

为此，长沙市将今年定为“城市基层党建年”。
雨花区把党建工作定为区委“一号工程”,推行“年
初定责、季度督责、半年述责、年底考责”的管党责
任“四步工作法”，督促各级党组织书记担好“主
责”、抓强“主业”。 开展“千场党课下基层”，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纳入各级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推动培训向

基层延伸，向党员全覆盖。
在组织建设上， 雨花区将着力推行“大党

委” 制， 实现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建与驻区单
位、新兴领域党建的深度融合。 抓好分类管理，
对“两新”组织实行党建组团，设立18个工作指
导站，指导“两新”组织搭建起区域化、行业型、
综合型的交流平台。对小区党建，推行以小区党
总支为核心，物业公司、业委会、监事会紧密参
与的“一核三体”小区党建模式，目前全区建立
小区党组织65个， 化解了一大批物业等矛盾纠
纷。实施网格化管理，把支部或党建工作指导站
建在网格，将党群工作、城市管理、社会服务等
纳入网格，实现“一网打尽”。

党员数量增多 治理难度加大

雨花区部署强化城市基层党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