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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 （记

者侯丽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27 日
在人民大会堂同马达加斯加总统埃
里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马建交 45 年
来，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
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两国各领
域友好合作成果丰硕。双方要保持
高层交往势头，扩大政府、立法机
构、政党、地方等各领域人员交
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巩固
两国友好的政治基础。中马互利合
作潜力巨大。中方欢迎马方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愿支持马达
加斯加发挥“一带一路”连接非洲
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同马达加斯加
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并在中非

“十大合作计划”和“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内，同马方加强对接。我
们愿结合马方实际需求和中方比较
优势，着力支持马方构筑基础设施
建设、人力资源开发、投资贸易便利

化三大支撑，重点围绕农业、渔业等
产业开展互利合作。双方要密切各
界 交 流 ，进 一 步 便 利 双 方 人 员 往
来。我们愿加强同马方安全、警务、
司法、执法合作。中方支持马方在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愿同马方就气候变化、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和平和安
全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
协调，共同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致力于
同非洲发展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将继续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
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全面落实中非
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把
实现自身发展同助力非洲自主可持
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

埃里表示，马中友谊源远流长，
很高兴在马中建交 45周年之际对中
国进行访问。中国是马达加斯加和
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马达加斯加

对伟大中国的发展成就深感钦佩，
愿发挥连接非洲和中国的桥梁作
用，通过深化马中合作助力马达加
斯加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包括马达
加斯加在内非洲的工业化。马方高
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在年初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演讲，支持“一
带一路”倡议，希望加强两国在能
源、航空、交通运输、港口和机场建
设等领域合作。马方愿密切同中方
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协调。

会谈后，两国元首见证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马达加斯加共和
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
解备忘录》以及经贸、基础设施建设
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东门外广场为埃里举行欢迎仪式。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国务委员
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海峰等
出席。

习近平同马达加斯加总统会谈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记者

侯丽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27 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尼泊尔总理普拉
昌达。

习近平指出，中尼友好合作符
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当
前，中尼关系深入发展。两国保持
了政府、政党等各层级密切往来，
稳步推进互联互通、灾后重建、基
础设施、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我
对此感到高兴。双方要继续一道努
力，维护中尼关系发展积极势头，
开创中尼友好合作新局面。

习近平强调，中尼要不断增进
政治互信，继续加强各层级往来，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
相互支持。要坚定推进互利合作，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扎实
推进互联互通、自由贸易安排、农
业、产能、能源、灾后重建等各领
域合作，扩大双向投资和贸易，促
进双边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双方
要丰富人文交流内涵，深化旅游、
文化、青年、媒体等领域合作，将
地方合作走深走实。要深化执法安
全合作。中方愿同尼方加强在联合
国等多边机构内的合作，就气候变
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协调立场，
维护共同利益。

普拉昌达表示，中国是尼泊尔

的友好邻邦，尼方衷心感谢中方长
期以来给予的支持、特别是为尼灾
后重建提供的宝贵帮助。近年来，
尼中双边关系取得新的进展。尼泊
尔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决不允
许任何势力在尼领土上从事反华活
动。尼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愿积极拓展同中方在贸易投资、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旅游、航空等
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以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尼方赞赏中国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和积极作用，
愿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
协调合作。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 （记

者杨依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27 日
在人民大会堂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总统克里斯琴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自 2014 年中密
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
伴关系以来，双方深化政治互信，
加强互利合作，两国关系取得新的
重要发展。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不
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
会平等成员，都应该相互尊重，和
平相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中
方视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为太平洋岛
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愿同密
方保持高层及各级别交往，尊重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夯实两国
关系的政治基础。双方要深挖潜
力，扎实推进旅游、农业、渔业、

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我们欢迎密
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共
赢共享发展。中方愿同密方拓展文
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和地方交流
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和友谊。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复
杂多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增
多。中密两国在很多国际和地区问
题上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中方愿
继续就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同密方
加强协调，维护好发展中国家共同
利益。中方支持密方继续在地区事
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愿就太平洋岛
国事务同密方加强对话与沟通。

克里斯琴表示，密中建交 28 年
来，双边关系取得强劲发展，这得益

于双方始终尊重彼此独立和主权完
整。密克罗尼西亚政府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支持中方在气候变化、
全球化等重大问题上立场，愿与中
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密切沟通
协调。密方感谢中国多年来对密克
罗尼西亚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支持
和帮助，高度赞赏中方“一带一路”
倡议，愿积极参与这一框架下的务
实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
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东门外广场为克里斯琴举行欢迎仪
式。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国务
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
瑞等出席。

习近平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会谈

习 近 平 会 见 尼 泊 尔 总 理

兰考脱贫了！3月 27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这一重磅消息：截至 2016年末，兰
考县贫困发生率降至 1.27%，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河南省政府批准，退出
贫困县序列！

兰考地处黄河故道，沙、涝、碱三害严重，是河南公认最穷县之一。50 多年前，焦裕
禄为改变兰考面貌，带领群众与灾害顽强斗争，铸造了著名的“焦裕禄精神”。

从 201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兰考时，兰考县委承诺“三年脱贫，七年小康”，
到 2016年实现脱贫摘帽，兰考践行了诺言。

扶贫要靠拼

小宋乡王岗村贫困户李秀娥，几年前家中喜事较多，按风俗全部大摆 60 桌宴席，为
此花了近 20万元，负债累累。

2015 年，李秀娥的四儿子结婚、二儿子的孩子 4 周岁，按风俗又准备大摆宴席。乡
干部、驻村扶贫干部、村干部闻讯立即上门做工作，承诺办酒席那天亲自到场解释，替她
节省了上万元。“全乡大力倡导红白喜事简办，喜事每桌不许超过 8 个菜，外加一份大锅
菜，丧事只办一份大锅菜，既让客人吃饱，又不铺张浪费。乡镇干部到场督导宣传，给足
了主人面子。前几个人简办了，后来人就会跟风简办，慢慢就形成新的风俗了。”小宋乡

脱贫路上的兰考答卷

经济日报

·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夏先清

闫伟奇

乡长刘红超说。通过移风易俗，小宋乡这两年已为农村
群众节约开支近 2000万元。

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给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提供了一个时间表：

2014 年 4 月，兰考县强力推进三年扶贫攻坚工作
的意见出台。

6 月，开展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全县共识别出
贫困村 115个、贫困人口 7.7万人。

2015 年 1 月，345 名优秀后备干部从县乡两级选派
出来，全部派驻到全县 115个贫困村。

3 月，按国家、省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暨信息动态管
理工作程序，采取“四议两公开”的方法，对全县的贫困
人口完成了再识别。

6 月，再次开展入户调查，重点排查 2015 年预脱贫
贫困户，为贫困户制定后期脱贫规划，帮助贫困户定措
施、上项目。

10 月，对全县所有行政村排查一遍，将最新因病、
因灾致贫的贫困户纳入贫困户范围⋯⋯

动力靠内生

张文中是兰考县东坝头乡双井村村民，由于患有
肺气肿和心脑血管病，多年来，他不仅没力气打工赚
钱，还欠了不少债。更不幸的是，他儿媳智障，儿子
患有先天性左大脑重症闭塞，都不能自食其力。一家

人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张文中这个体弱多病的老人身
上。2014 年，在精准识别中，双井村被确定为贫困
村，张文中一家 6 口全部被认定为贫困人口。按扶贫
政策，张文中治病，政府给报销医疗费；全家享受低
保政策，每人每月可领 150 元；孙子、孙女上学，每
人每年能领 5000元补助。

之后驻村扶贫干部又上门和张文中一起商量养羊
致富的办法。很快，扶贫干部把 4只种羊送上门。2016
年，他们家卖了 15 只小羊羔，收入 2 万元。在扶贫干部
的帮助下，张文中家摘掉了贫困帽。

兰考县选派干部驻村实行脱岗驻村，严格遵守
“五天四夜”工作制，规定：不脱贫不脱钩，不拔穷根
不撤队伍。紧接着，对 450 名村党支部书记进行轮
训，开展“三联三全”（县级领导联系重点项目和贫困
村、科级干部联系软弱涣散村和政策兜底贫困户、机
关在职党员联系一般贫困户和贫困党员） 活动，全县
机关党员干部进村入户
开展联系帮扶，实现了
对所有贫困户和困难党
员帮扶全覆盖，提振了
贫困群众的脱贫信心，
锻炼了干部队伍。

（下转第二版）

3 月 27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工 业 企 业 财 务 数 据 显 示 ，2017 年
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 31.5%，增速比上年
12 月份加快 29.2 个百分点，比上年
全年加快 23个百分点。

“总体看，目前工业企业利润仍
属于恢复性增长。”国家统计局工业
司何平博士分析说，今年 1—2月份，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比上年 12月份加
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工业生
产增长加快。1—2 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3%，增
速比上年 12 月份加快 0.3 个百分
点，过半数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速
比上年 12月份加快或降幅收窄。

二是产品价格明显上涨。1—2
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
涨 7.3%，涨幅比上年 12 月份提高
1.8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2 月 份 上 涨
7.8%，创 2008 年以来新高。初步测
算，因出厂价格上涨 7.3%，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增加 11664.3 亿元，因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9.1%，企业主
营业务成本增加约 9362 亿元，收支
相抵，利润增加约 2302.3 亿元，增量

比上年 12月份明显扩大。
三是单位成本和单位费用下降

加快。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4.91 元，同比减少 0.28 元，而上年
12 月份为同比增加。每百元主营业
务收入中的三项费用合计为 7.7 元，
同比减少 0.46 元，比上年 12 月份多
减 0.32元。

记者注意到，反映企业效益的
其他指标明显改善。比如，利润率
同比明显上升。1—2 月份，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5.92% （因季
节因素，低于上年 12 月份），同比

上升 0.8 个百分点，升幅为 2012 年
以来最大；回款难首现缓解。2 月
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
均回收期为 41.3 天 （因季节因素，
高于上年末），同比减少 1天，为近
年来首次同比下降；存货增长有所
加快，但产成品周转天数继续减
少。2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
成品同比增长 6.1%，增速比上年末
加快 2.9 个百分点。产成品存货周
转天数为 15.4 天 （因季节因素，高
于上年末），同比减少 1.1 天，同比
呈现加快下降趋势。

（下转第二版）

今年 1至 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31.5%——

降本增效拉动工业呈恢复性增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4 版“互联网+”助企业采购步入 3.0 时代

7 版国内首个商品期权上市在即 16 版徐立平：火药整形铸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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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黄河滩区群众搬迁的兰考县谷营镇姚寨新村社区（2016年 11月 8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