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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今年，村民们的人均纯收入肯
定能超过 6000 元。”贵州省平坝县
高峰镇麻郎村党支部书记刘乔英信
心满满地对《经济日报》记者说。

麻郎村曾经是贵州省有名的贫
困村。近年来，贵州省在建设贵安
新区的过程中，将麻郎村划入了贵
安新区，并引入专门从事现代农业
生产的专业化公司。村民们不仅可
以用土地入股，还能到附近的工厂
上班，每月仅务工一项就能多收入
两三千块钱。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
比名义增长 9.4%，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 8.1%。这意味着尽管宏观
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城乡居民收
入保持稳步增长，并继续跑赢 GDP
增速。这一平稳开局，也为 2020年
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
翻一番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
的快速增长，与就业状况总体上较
为稳定有关。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统计，一季度，我国城镇新增
就业 320 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

显示，一季度，我国调查失业率大概
在 5.1%左右，总体比较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收入分配
结构也在持续改善，农村居民的收
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城乡居民的
收入倍差也在下降。一季度，城乡
居民收入倍差是 2.61，比去年同期
缩小 0.05。

农村居民收入快于城镇，一方
面受益于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另一
方面，也与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稳
步上涨有关。据统计，到 2 月末，外
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 3000 元，
同比增长 11.9%。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
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以及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等因素相互交织，局部地区
的就业压力可能会有所加大，这些都
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收入稳定增
长形成一定压力。为了持续增加城
乡居民收入，下一步要继续深化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让老百姓特别是中低
收入者的收入能够有明显增加。同
时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
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把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待遇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标准提高、居民医保补助增加等惠
民政策落实到位。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

作时强调指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中，这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判断。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既要高度重

视我们面临的新挑战，更要充分认识新动力加快孕育的

新态势，顺势而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营造有利于新动力“化茧成蝶”的良好政策环境。

今年一季度，虽然我国经济增速小幅回落，包括房地

产在内的不少传统行业的投资增速出现放缓甚至下滑，

但一些新的动力已经出现，并正在集聚。据统计，今年首

季，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上升至 51.6%，经济结构

由工业主导向服务型主导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4％，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增长

都在 50％以上，工业内部创新升级步伐加快；全国网上

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1.3％，远高于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0.6％的同比增速；新登记注册企业数同比增

长 38.4％，注册资本同比增长 90.6％，社会投资创业热情

和信心高涨。这些情况充分说明，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

在分化调整过程中，原有动力逐步弱化，新主体、新产业、

新业态、新产品、新动力在加快形成。

新动力孕育新希望，催生新发展。山东省各市县比拼

经济转型的速度，把投资重点聚焦到高、新、特、优上，用高

端、绿色、智能倒逼传统制造业焕发青春，带来的是今年一

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主动打造

“高精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新产业高速增长、

新产品层出不穷，一系列新生动力积蓄迸发，让首都经济

底气十足⋯⋯当然必须看到，眼下新动力的体量总体上还

比较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有限。弥补传统动力消

退带来的负面影响，追求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亟须新的

增长动力成长壮大，平稳实现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

改革创新是新动力“化茧成蝶”的关键。放眼世界，全

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新技术代替

旧技术、智能型技术代替劳动密集型技术势头强劲，这对中

国来说是难得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不断深化财税、金

融、投融资体制改革，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破除科学家、科技人员、企业

家、创业者创新的障碍，着力解决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

新驱动转变的制约，让创新真正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

上。减轻负担以利轻松上阵，是增强创新信心的必要之

举。中央已陆续出台一批深化改革的措施和推进创新的政

策，各地各部门要尽快落实相关实施细则，严查并制止形形

色色的“土政策”，全力打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攻坚克难者胜。破除一

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奋力作为，让创新驱

动成为强大引擎，中国经济航母的新动力一定会更加充

沛，加速向中高端水平前进。

机器人产业布局正在中国遍地开花。东部的上海已
打造出涵盖研发、制造、集成、应用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中部的重庆提出建设“机器人之都”的目标，北部的沈抚
新城正努力成为国内机器人产业技术研发、生产的重点
集聚区⋯⋯据统计，我国已有 40 多个城市建设或计划建
设机器人产业基地（园区），在建机器人项目产能有几十
万台。

“目前，国内机器人产业投资迅速增长，各地产业园区
的规划和布局正陆续展开。”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主任龚晓峰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到2020年，
我国要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业机器人产业体系，并有3到5家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8到10个配套产业集群。

产业布局快速推进

2020年的产业规划还是远景，我国推进机器人的步伐
却早已迈开：青岛国际机器人产业园已引进安川电机、新松
机器人、软控科捷等35个机器人项目，总投资约84.2亿元；
江苏常州打造的机器人产业带今年产量已达1200台；重庆
更号称要打造千亿级别的工业机器人产业带⋯⋯

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年底，中国机器人企业已达
530 余家，其中包括 60 余家上市公司，各地政府建成和
在建的机器人产业园 40 余家，现有地方机器人产业园到
2020年的规划投资额超过 5000亿元。（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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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器人产业加快布局
本报记者 黄 鑫 刘 瑾

助推新动力“化茧成蝶”
本报评论员

分配结构改善 收入稳定增长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为创业创新清障服务

部署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决定试点对购买

商业健康保险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

左图 还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的谢雯雯和自己参与研发的机器人雏形在一起（2012年 3月 16日摄）。

右图 蒜泥科技工程师谢雯雯在调试第六代半自主远程体感服务机器人“Frank”（4月 28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内页点睛

呼唤理性节奏和健康上涨的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是长牛、慢牛、健康牛，而不是凭

一时激情冲动和非理性炒作的疯牛、快牛、短期牛。因为只
有理性节奏和健康上涨的资本市场，才可能给中国经济升级
转型注入持续的推力，才可能真正匹配上这种转型的全过
程。 （九版）

社 会 资 本 进 得 来 还 要 有 得 赚
财政部、环保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意见，在水污染防治

领域积极推广运用PPP模式。在此模式下，可以将收益创造
能力较强的配套项目组合开发，也可以拓展专项资金的使用
方式，破解水污染防治项目投资回报率普遍偏低、难以吸引
社会资本难题。 （六版）

本报北京 5 月 6 日讯 记者刘慧报道:根据国家粮
食局发布的最新统计,目前全国秋粮收购基本结束，截至
4 月 30 日，全国各类粮食企业收购秋粮总量累计达到
20064万吨。

据了解，湖北、安徽等 14 个中晚籼稻主产区各类粮
食企业累计收购新产中晚籼稻 2821 万吨，比上年同期减
少 152 万吨；黑龙江、江苏等 7 个粳稻主产区各类粮食企
业累计收购新产粳稻 3984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682 万
吨；黑龙江、吉林等 11 个玉米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
收购新产玉米 13046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1444 万吨；
内蒙古、黑龙江等 5 个大豆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
购新产大豆 213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340万吨。

全国秋粮收购基本结束
总量累计达 20064 万吨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做好西藏日喀则、
阿里等地区抗震救灾工作再次作出重要指示，肯定抗震
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要求再接再厉，继续抓紧搜
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同时尽快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维护西藏自治区特别是受灾地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4 月 25 日尼泊尔 8.1 级地震和后续的余震，波及西
藏自治区日喀则、阿里等边境地区，截至 6 日 17 时，
已造成 26 人死亡、3 人失踪、856 人受伤、近 30 万人

受灾，2699 间房屋和 1 座寺庙倒塌，39943 户民房、
242座寺庙和文物单位用房受损。

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
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
关部门迅速行动、全面部署，党政军警民协调配合，
全力开展抗震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积极配合西藏
自治区，做好抢险救灾和伤员救治，尽最大努力减轻
灾害损失。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在中央和国家部

委的支持下，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第一时间作出安
排，各族群众众志成城，党政军警民协调联动，全力以
赴做好抗震救灾工作。目前，63989 名撤离转移人员全
部得到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有住处、有饭吃、有衣穿、
有水喝、有伤病能医，受灾地区电力、供水、通信初步
恢复，社会秩序正常、大局稳定。

西藏自治区和各有关部门将认真贯彻习近平重要
指示精神，继续抓紧抓好抗震救灾工作，着力做好过
渡安置和灾后恢复重建，奋力夺取抗震救灾工作全面
胜利。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阿里等地区抗震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继续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做好
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李克强就抗震救灾工作作出批示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
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月 6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简
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
审批类别，把改革推向纵
深；部署推进国际产能和
装备制造合作，以扩大开
放促发展升级；决定试点
对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给予
个人所得税优惠，运用更
多资源更好保障民生。

会议指出，今年要继
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破除阻碍创新发展的

“堵点”、影响干事创业的
“痛点”和市场监管的“盲
点”，为创业创新清障、服
务。一是进一步取消和下
放各部门审批事项，公开
所有保留审批事项的流
程，压缩审批时限。同时
取消 200 项以上中央指定
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公
布省级政府部门和承担行
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权力清
单。二是制定并公开企业
投资项目核准及强制性中
介服务目录清单，简化报
建手续，加快在线审批监
管平台建设。三是完成减
少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任
务，研究建立国家职业资
格目录清单管理制度。着
力解决“考培挂钩”等问
题。四是深入推进收费清
理改革，加快取缔和停止
执行没有依据、越权设立
或擅自提高征收标准、扩
大征收范围的收费基金，
公布全国性、中央部门和
单位及省级收费目录清
单。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