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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黔中分外浓。
时值清明，贵州省龙里县茶香

村漫山遍野的刺梨，新芽正盛，粉嫩
的花骨朵悄然爬上枝头，含苞待
放。三三两两的旅客置身其中，感
受着春天的气息。

村民顾尚俊带头种植刺梨，成
为了全村“首富”。在顾尚俊的带领
下，茶香村由昔日的“荒山”披上“绿
衣”，村民通过种植刺梨、发展乡村
旅游，人均年纯收入从10多年前的
不到 400 元增加到如今的 1.2 万
元，以往的土墙房变成了小楼房，不
少家庭还开上了小汽车。

茶香村委会主任兰江乐呵呵地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都是托了刺
梨的福，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生
态好，才能生活好”。

作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试验
区，贵州省近年来立足生态资源条
件和产业发展实际，坚持“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思路，推动
传统产业生态化、特色产业规模化、
新兴产业高端化，加快发展有技术
含量、就业容量、环境质量的绿色产
业，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产业
体系，一条生态美与百姓富有机统
一的绿色发展新路日渐显现。

保护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可以为生态环境保护提

供坚强的物质保障，这是贵州坚持的绿色辩证法。“不负青山，
方得金山；不为金山，难留青山。”

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表示，“把贵州生态保护好是我们的
最大责任”，要“像呵护生命一样呵护生态环境，把老祖宗留下
的一方山水保护好、利用好”。

2015年，贵州启动实施绿色贵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从
当年起，每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该省组织省市县乡村五级干
部联动植树造林，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植树造林高潮。

截至去年底，贵州全省的森林面积达 1.32 亿亩，森林蓄
积量增加到 4.25 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 52%，多彩贵州
的底色越来越浓，“两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建成。

为了留住青山绿水，贵州较早就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公、
检、法、司配套的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专门机构，并出台生态文
明建设促进条例，为生态文明建设织起严密的“制度铁笼”。

同时，贵州给领导干部戴上环保“紧箍咒”，划定行政行为
边界，架起带电“高压线”，以生态问责呵护绿水青山。

2015 年 4 月，贵州省出台《林业生态红线保护党政领导
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和《生态环境损害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
行办法》，构建了问责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时强化问责结果
运用，将其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和考核的重
要内容。 （下转第二版）

本报北京 4 月 17 日讯 记者周雷
报道：国 家 统 计 局 今 天 发 布 数 据 显
示，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18068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 6.9%。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表现
好于预期，我国经济运行实现了良好
开局。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8654
亿元，同比增长 3.0%；第二产业增加
值 70005 亿元，增长 6.4%；第三产业
增加值102024亿元，增长7.7%。

今年以来，农业生产总体稳定，工
业增速明显加快，企业利润快速增长。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实际增长6.8%，增速比上年同期加
快 1.0 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 0.8 个
百分点；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 10157 亿元，同比增长
31.5% ，比 上 年 全 年 加 快 23.0 个 百 分
点。服务业实现较快增长，一季度全国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8.3%，增速比
上年同期加快0.1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一季度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93777亿
元，同比增长 9.2%，增速比上年全年
加快 1.1 个百分点，比今年 1-2 月份加
快0.3个百分点。

进出口较快增长，一季度，进出口
总额 61986 亿元，同比增长 21.8%，上
年全年为下降0.9%。

（相关报道见第三、四版）

开局良好！一季度 GDP 增 6.9%

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
年一季度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国内生产
总值 180683 亿元，同比增长 6.9%。前 3
个月业绩表明，我们不仅实现了经济增
长的良好开局，而且为完成全年发展预
期目标打下了扎实基础。下一阶段，我
们要进一步夯实稳中向好的发展基础，
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运行
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有进、稳中
向好的发展态势，积极变化不断增加，
回暖信号日趋明显。

从增速变化看，经济稳中有进态势
愈加清晰明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始终较大，经济
增速持续放缓。2014年一季度国内生产
总值同比增长7.4%，2015年一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2016 年一季度
6.7%。进入去年下半年，增长指标稳定
在6.7%至6.8%之间。今年一季度在原有
基础上又有小幅回升，由此可见，我国
经济增长正在企稳。

从需求侧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
驾马车”，表现十分平稳。先看投资，一
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国有控股
投资和民间投资同步增长。再看消费，
市场销售基本稳定，消费升级类产品和
网上零售保持较快增长。尤为值得关注
的是外贸。一季度，外贸结构持续改善，
特别是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增长较快，有效呼应了我国积极开
展“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要。在外贸
进出口中，一季度进口增长31.1%，从一
个侧面亦印证了国内需求正在逐步回
暖的积极变化。

从供给侧看，“三去一降一补”取得
新进展。一季度，原煤产量同比下降，商

品房待售面积降幅继续扩大，规模以上
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提高，工业企业资
产负债率及成本逐渐走低，短板领域投
资加快。一季度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农业、水利管理业
投资分别快于全部投资 38.9、18.2、15.4
和 9.1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继
续优化，新动能快速成长，节能降耗稳
步推进。一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同比下降3.8%。新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
心。

一季度宏观经济的积极变化，与微
观经济的回暖信号密切相关。一季度，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 97.2%。
工业增速明显加快，企业利润快速增
长，工业结构继续优化，服务业景气度
亦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在国际形势严峻
复杂和国内改革任务艰巨的双重挑战
下，我国经济不仅持续保持了稳中向好
发展势头，而且力促经济增速有所回

升、结构调整持续推进、创新发展步伐
加快、民生改善扎实有效，发展成就来
之不易。

同时也要看到，面对错综复杂的
国内外形势，稳中向好的基础并不牢
固，巩固持续向好态势仍然面临诸多
考验。从国际看，美欧等发达经济体
的政策、金融和实体经济走向对全球
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尚难把握。从
国内看，目前的工业复苏，原材料价
格因素作用比较明显。其中，有些是
合理的恢复性增长因素，但有些迹象
亦应引起高度重视。比如，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
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继续高位攀
升，分别为 68.9%和 73.5%，且出厂价
格指数连续两个月高于主要原材料购
进价格指数，需进一步关注。

综合分析各种复杂因素，可以看
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稳增长和促改
革的重要“窗口期”。下一阶段，我们更
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继续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失时机地进一步
夯实稳中向好的发展基础，持续推进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力求不断取得新的突
破性进展。这样，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
基础才会更加稳固，成为推动世界经济
增长更为重要的引擎。

夯 实 稳 中 向 好 的 发 展 基 础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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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为底更多彩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从上世纪 60 年代参建中国政府援
助的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至今，中国
交建在巴基斯坦经营已有50余年，建设
的项目创造了巴基斯坦多项纪录：第一
个大型深水码头、第一个油码头、第一个
粮食化肥专用码头、第一个液化石油气
码头等。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
许多企业，为巴基斯坦的建设作出了自
己的贡献，增进了两国友谊。巴基斯坦
也成为最欢迎中国人的国家之一，被许
多中国人称为“巴铁”。

2013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再
进一步，两国政府提出了共同建设“中巴
经济走廊”战略蓝图，希望加强中巴之间
交通、能源、海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深化两国之间的互联互通。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

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越发顺畅。近日，
巴基斯坦计划发展部长伊克巴尔在瓜达
尔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中巴经济
走廊是自然赋予的礼物，是使巴基斯坦
通向繁荣、和平的大道。中巴经济走廊
使世界改变了对巴基斯坦的认知。

一 条 公 路 两 次 打 通 ，
“一带一路”合作典范

伊克巴尔表示：“中巴经济走廊像一
个大框架，内涵丰富，包括公路、铁路、管
道、港口、园区等。”喀喇昆仑公路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

“作为巴中两国之间唯一的陆路通
道，喀喇昆仑公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人用智慧和汗水，打
通了巴中两国之间的友谊命脉。”伊斯兰
堡战略研究所所长、巴基斯坦前驻中国

大使马苏德·汗说。
喀喇昆仑公路的修建历史堪称传

奇。1966 年至 1978 年，中国应邀援助
巴基斯坦建起了这条巴北部地区唯一
的对外经济生命线。1032 公里的喀喇
昆仑公路，穿越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
什山脉、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
西端，经过中巴边境的红其拉甫口岸，
将中巴两国紧紧相连，被形象地称为

“天路”。
几十年来，喀喇昆仑公路为推动中

巴两国的商贸往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然而，经过 30 多年的侵蚀和损毁，
喀喇昆仑公路已无法满足通行需求。
2006年，中国建设者再一次接过了贯通
喀喇昆仑公路的大旗，改扩建工程全长
335 公里。2016 年 9 月，喀喇昆仑公路
北段全线建成、再次贯通。

“2006 年改扩建工程开始，我们充
分发挥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技术优
势，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设计施工
组织，妥善应对高原冻土、雪崩、生态环
境脆弱等高海拔建设难题。”中交集团中
国路桥副总经理杜飞说。

道路联通，增进了民心相通。喀喇
昆仑公路的影响区域面积约 7.5 万平方
公里，影响区域人口约1500万人。项目
建设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10000 余个，
为巴基斯坦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基础设施
建设人才。项目采购的机械设备及材料
也有效繁荣了沿线经济，当地人民最直
观的感受就是“路宽了，车速快了，货物
的运输增多了，生活越来越富裕了”。

不仅是修路，在喀喇昆仑公路改扩
建过程中，中国交建几乎成为当地政府
的应急救援队。 （下转第二版）

中巴经济走廊：

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深情厚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慧

近日，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商船三井成就（MOL Triumph）”号轮靠泊大连港大窑湾二期集装箱码头。一季度，大连港完
成货物吞吐量9400余万吨，集装箱量完成210余万标箱，均实现稳定增长。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进出口总值增长21.8％，扣除价格因素，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从去年
同期的负11.5％转为4.2％。 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

本报北京4月17日讯 记者佘惠敏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获悉：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等飞
行产品自2月中旬陆续进入发射场后，按照飞行任务测试发射
流程，于4月17日完成了总装测试等技术区各项工作。

今天7时30分，承载着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与天舟一
号货运飞船组合体的活动发射平台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平稳
行驶约2.5 小时后，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后续，将在发射区开
展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功能检查和联
合测试工作，完成最终状态确认后，火箭加注推进剂，计划 4
月20日至24日择机发射。

天舟一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艘货运飞船，将与天宫二
号空间实验室完成交会对接，实施推进剂在轨补加，突破和掌
握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天舟一号还搭载了非牛顿引
力实验等 10 余项应用载荷，将在轨开展空间科学及技术实

（试）验。垂直转运的顺利完成，标志着天舟一号飞行任务正
式进入发射阶段。

目前，空间应用、海南发射场、测控通信、空间站等系统，
已做好执行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垂直转运成功
计划4月20日至24日择机发射

上图 4 月 17 日，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与天舟一号货
运飞船组合体在垂直转运中。 新华社记者 曾 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