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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10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0 日向埃及总统塞西致
慰问电，就 9 日埃及坦塔市和亚历山
大市科普特教堂先后发生恐怖爆炸袭
击向无辜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塞

西总统、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
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中方坚
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对这次
野蛮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中国人

民坚定同埃及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
持埃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打击恐怖
主义的努力。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 10 日向埃及总理伊斯梅

尔致慰问电，对 9 日埃及坦塔市和亚
历山大市科普特教堂先后发生恐怖爆
炸袭击表示强烈谴责，向伊斯梅尔总
理、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
的慰问。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10 日 电 （记 者 侯 丽
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挪威首相索尔贝格。

习近平指出，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也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
经济地位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挪建交63年来，
友好和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主流。我赞赏首相
女士和挪威政府为中挪关系实现正常化作出的
积极努力。相信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的原则，照顾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中挪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就将迎来广阔
前景。中挪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
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对推动构建以
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也具有现实
意义。

习近平强调，我们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
角度把握好中挪关系发展方向，推动中挪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双方要增进政治互信，加强
高层交往，为双边关系发展做好前瞻性、战略
性规划，密切各层级人员交流，在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上保持协调。双方要深化互利合作，
利用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基础深厚的条
件，重点推进双方优势领域合作。挪威积极响
应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双方可以在“一带
一路”框架内开展合作，共同促进欧亚大陆互
联互通和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挪方深化在北极
科研、资源开发、地区环境保护等领域合作，
维护并促进北极地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希望
挪方为推动中国－北欧合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
用。双方要丰富人文交流。中国将举办 2022
年冬奥会，愿同挪方加强在冬季运动领域交
流，分享冬季运动赛事举办经验。两国主管部
门应为两国民众赴对方国家旅游创造更加便利
的条件。

索尔贝格表示，很高兴再次来华访问，我
对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深感钦佩。去年
12 月挪中双方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发表的联合
声明为我们两国关系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
障。挪方将恪守这一声明，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高度重视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将以实际行动维护好两
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挪方愿同中方密切两国高层交往，在新起
点上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挪方支持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愿拓展两国包括北极事务在内的各领域互利合作，密切国际事务中
的沟通协调。

两国领导人还就国际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4 月 10 日电 （记者
侯丽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在人
民大会堂同缅甸总统吴廷觉举行会
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坚持风雨同
舟、患难与共的优良传统，坚持相互尊
重、互利共赢的合作方针，推动中缅关
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给两国人民带
来更多福祉。

习近平指出，中缅山水相连，胞
波情谊深厚。建交 67 年来，两国关
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得到长
足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利益。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缅甸关
系，愿同缅方一道努力，坚持从两国
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牢牢把握中缅关
系正确方向，提升全面战略合作水

平，永远做好邻居、好朋友、好胞
波、好伙伴。

习近平强调，中缅双方要加强高
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
支持。双方要深化务实合作。中方赞
赏缅方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
倡议，愿同缅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统筹推进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
设、能源、农业、水利、电力、金
融、边境经济合作区等领域合作，推
动皎漂经济特区等双方重点合作及有
关互联互通项目早日实施，推动中缅
合作今后多向教育、农村发展等缅民
生领域倾斜。双方要丰富两国人文合
作内涵，加强文化、教育、青年、卫

生、旅游、媒体、宗教等人文领域交
流合作，不断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
础。双方要在联合国、东亚合作、澜
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多边场合加强协
调。中方尊重缅甸走符合自身国情的
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缅方推进国内和
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与缅方共同
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吴廷觉表示，缅中 1950 年建交以
来，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
础上发展良好，缅中友谊从传统的胞
波情谊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缅甸不会忘记中方对缅国家
发展给予的帮助和在国际场合给予的
有力支持，感谢中方支持缅甸政府为
民族和解、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等

所作努力。缅甸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并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加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边境经济
合作区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合作，深化
两国人民友谊，密切国际地区事务中
协调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两
国经济技术、医疗、体育、交通、林业、
文物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缅甸联邦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
门外广场为吴廷觉举行欢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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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等出席。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吴廷觉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就埃及遭遇恐怖爆炸袭击

习近平向埃及总统塞西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埃及总理伊斯梅尔致慰问电

习近平会见挪威首相索尔贝格

忽如一夜春风来，共享单车成为
经济生活的一抹亮色。小橙车、小黄
车、小蓝车、小绿车、小红车⋯⋯彩虹
般的色彩装点了街巷，共享单车便利
了短途出行，普及了绿色交通理念，也
搅动了资本市场的一池春水。车辆投
入数量井喷式增长，消费者参与热情
高涨，当狂飙突进的单车遇上相对滞
后的管理服务，一些问题和乱象随之
产生，当前的舆论槽点主要集中在车、
钱、人三个方面。

车的问题，主要是乱停乱放和毁
损严重。乱停乱放、堆积占道影响公
共秩序，加私锁、刮车号、拆脚蹬、卸车
座、扎轮胎⋯⋯各种恶意毁损加剧了
找车难度，影响了用户体验，由于诚信

体系缺失，车辆遭遇破坏后也很难
追责。

钱的问题，主要是用户资金安全
风险。共享单车企业数量猛增、规模
扩大，用户押金和预付金沉淀成了巨
大的“资金池”。这些钱去哪了、怎么
管，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充值容易退
费难、二维码诈骗等问题，也是资金安
全隐患。

人 的 问 题 ，主 要 是 骑 行 安 全 堪
忧。上海不满 12 岁男孩骑行共享单
车与汽车相撞身亡的事件引发热议，
由于共享单车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
离，如何确保车况安全、限定骑行人年
龄、用户保险保障、谁为事故担责理赔
等问题，迫切需要回答。

车、钱、人的问题，说到底就是
服务、资金和用户的问题，这是各类
分享经济面临的共性问题。作为一种
新的商业模式，分享经济的颠覆式创
新，把传统的拥有、产权等观念转变
为使用、信任与合作。这种转变冲击
着现有社会的角色与秩序，放大了认
识不统一、制度不适应、保障不健
全、信用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为共
享单车这两年发展迅猛、社会关注度
高，一些共性的问题或乱象，在这个
领域更快速、更密集、更强烈地暴露
出来了。

与其调侃共享单车是国民素质的
“照妖镜”，坐看冷笑话，我们不如将其
视为分享经济的“放大镜”，多想想该

怎么解决。作为长期关注共享单车和
分享经济领域的专家，同济大学可持
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认
为，作为公共出行模式的创新，共享单
车不可能一出生就尽善尽美，有问题
是正常的，批评和质疑也很正常，分享
经济也是如此。共享、共治、共赢，是
共享单车发展的三部曲。共享单车的
问世，初步实现了共享，现阶段只有解
决好共治问题，才能真正走向共赢。
而要实现共治，首先必须明确共享单
车的定位和属性。

诸大建认为，共享单车应定位于
“为市场提供公共出行服务”。公共出
行的整体效果有赖于共享的交通工具
和共享的交通空间。（下转第二版）

乱与治：从共享走向共治共赢

“从共享单车看分享经济”系列述评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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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增加值突破 4 万
亿元大关，达到 42578.76 亿元，
占全省 GDP 的 53.6%，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55.5%；从业人员
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超过
50%，税收收入占全省税收收入
比重 48.7%；民营经济税收总量
排全国第一⋯⋯广东民营经济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实现了新
提升、新发展。这份亮丽的成绩
单背后，是广东各地各部门对民
营经济的悉心呵护，激发了民营
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优环境降门槛，强
服务洒“阳光雨露”

“以前要准备几十份材料，
至少 15 天才能拿到营业执照，
现在不仅所需材料减少三分之
二，而且两三天就拿到证了。”2
月 23 日下午，江门航天数联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磊攥着手
里全国首张“十五证合一”的企
业新版营业执照，感慨不已。

今年 2 月，广东省江门市在
全国率先实施企业“十五证合
一”和个体工商户“五证整合”。

“宁可数据在网上多跑几
圈，也不让企业和群众多跑一
轮。”江门市市长邓伟根说，江门
还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打造服
务高地，让小微企业“进得来、活
得下、管得住”。

在广州琶洲政务服务中心，
企业办事人员只需根据自身需
求填写一张申请表格，系统就会
自动生成一张将多项服务并联
叠加的“汉堡式”审批流程图，根
据流程图即可自行调整申报资
料，真正实现“多证一窗办”。

不断推进“多证合一”的商
事登记制度改革，是广东扎实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的一个小切面。不论是以清理
审批事项为主的行政体制，还是
涉及民生领域的社会体制改革，
广东继 2015 年完成 448 项改革
任务后，2016 年又完成 368 项
改革任务。

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过程中，广东不断探索提供有
效政策供给，营造良好的市场环
境，助跑民营经济发展。

而这都源自广东省新一轮
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决策。
去年 3 月 28 日，广东省委、省政
府召开全省民营经济工作座谈
会 ，倾 听 民 营 企 业 家 的 心
声。 （下转第六版）

民营经济何以撑起半边天
——广东省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张建军

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
3 版

左图 4 月 10 日，一艘集装箱货
轮正准备从大连港起航奔赴美国西
部。 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

大连至美国西部集装箱远洋干线开通大连至美国西部集装箱远洋干线开通

本报大连 4 月 10 日电 记者苏
大鹏报道：4月10日，大连至美国西部
集装箱远洋干线在大连港开通。该远
洋干线自大连港首发，经连云港、上
海、宁波后直达美国西部城市洛杉矶
与西雅图，航程时间 19 天，航班频率
为每周一班，运输的主要货种为粮食、
木制品、机电产品与电子产品等。

该远洋干线隶属世界三大航运联
盟之一的海洋联盟。4 月以来，两大
海运联盟——海洋联盟和 THE 联盟
接连在大连港开通5条直达欧美和中
东的集装箱远洋干线，极大完善了大
连港全球航线网络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