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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4 月 20 日电 （记者刘
茁卉 王新明） 4 月 16 日至 20 日，中
国共产党贵州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贵
阳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贵州省出席党
的十九大代表。在贵州参选的中央提名
的代表候选人习近平同志，以全票当选
党的十九大代表。

20 日上午，大会举行正式选举。
当大会宣布习近平同志在选举中以全票
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时，全场爆发出长
时间热烈的掌声。

当前，贵州正处于脱贫攻坚、同步
小康的关键时期。“带着对贫困地区群

众的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参选，
这是对贵州各级党组织的极大信任，是
全省广大党员的巨大光荣，是对贵州各
族人民的亲切关怀，是对贵州脱贫攻
坚的巨大激励。”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参选，展现了党中
央新的作风形象，树立了良好导向，对
于进一步密切联系党员群众，加强和规
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推动实施脱
贫攻坚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重大
意义。

代表们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全
票当选十九大代表，是 730 多名省党代

会代表的共同意愿，代表了全省 170 多
万 名 党 员 的 共 同 心 声 ， 充 分 体 现 了
4000 多万贵州各族干部群众对习近平
总书记的衷心爱戴，体现了对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衷心拥护。

贵州省党代会代表、贵阳市白云区
第三中学教师刘芳说：“听到总书记全
票当选的消息，我非常激动，这是人心
所向、众望所归。我是一个盲人，虽然
眼睛看不见，但我的心能感受到总书记
对贫困地区的关心、关怀。作为一名普
通农村教师，我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用心、用情回报学校、回报社会。”

“作为一名驻村干部、基层党员，
我们有信心把贫困搬下山、把幸福带上
山。用我们的努力把总书记的关心、
党中央脱贫攻坚的惠民政策变成群众
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省党代
会代表、钟山区大湾镇海噶村第一书
记杨波说。

代表们表示，一定要把习近平总书记
到贵州参选并全票当选的消息带回去，
告诉广大党员、群众，把总书记的关心
和激励转化为干事创业、脱贫攻坚的实
际行动，凝心聚力，实干苦干，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贵州选举产生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

习 近 平 全 票 当 选
不产一粒咖啡豆的重庆，

咖啡生意却做得风生水起，这
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产业
逻辑？

原来，凭借着渝新欧班列
优势，重庆咖啡交易中心将中
国云南、东南亚、南亚、非洲等
主要咖啡产区与欧洲市场紧密
联系在一起。截至今年一季度
末，重庆咖啡交易中心累计实
现 咖 啡 现 货 交 易 额 52.68 亿
元，成为国内最大的咖啡电子
交易平台。从重庆出发，一缕
咖啡的清香正弥漫在“一带一
路”沿线。

笔记本电脑、服装鞋帽、机
电设备⋯⋯渝新欧班列从重庆
将这些产品输送到欧洲，再从
欧洲带着名牌汽车、牛奶、红酒
等回到中国。

渝新欧班列从重庆出发，
经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俄罗
斯、白俄罗斯、波兰，至德国杜
伊斯堡的国际铁路联运大通
道，全长 11000 多公里，仅需
12 天，较海运节约近 30 天，价
格仅为空运的五分之一。这趟
专列也是我国中欧班列中开行
最早的路线，已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达到 1000 列，成为首个
突破千列的中欧班列。截至目
前，渝新欧共开行 1075 班，其
中，去程740班，回程335班。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副主任杨丽琼说，渝新欧班列
实现了5个方面体制机制创新。

一是确立了“五定”班列开
行模式（定站点、定线路、定车
次、定时间、定价格），开创了亚
欧两大铁路组织使用统一运单
的先河。 （下转第二版）

渝新欧班列释放国际商贸红利给沿线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本报海南文昌 4 月 20 日电 记者
佘惠敏 何伟报道：今日 19 时 41 分，搭
载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二运
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
596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
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天舟
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组成的空
间站货物运输系统的首次飞行试验，也
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
第二步的收官之作，标志着我国即将开
启空间站时代。

天舟一号是面向空间站建造和运营
任务全新研制的货运飞船，全长 10.6
米、最大直径 3.35 米，由货物舱和推进
舱组成。飞船整船最大装载状态下重达
13.5 吨，最大上行货物运载量达 6.5 吨，
是我国飞船中的“大块头”。

飞船入轨后，将按预定程序与在轨
运行的天宫二号先后进行自动交会对
接、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等3次交会对接，
3 次推进剂在轨补加，以及空间应用和
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多项实（试）验。期
间，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组合体在轨飞
行约 2 个月，天舟一号独立飞行约 3 个
月。完成既定任务后，天舟一号将受控
离轨，陨落至预定安全海域；天宫二号留
轨继续开展拓展试验和应用。

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与之前执行
首飞任务的长征七号遥一运载火箭技术
状态基本一致，为满足发射货运飞船要
求，进行了部分技术状态更改，进一步提
高了安全性与可靠性。这是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的第247次飞行。

（相关报道见第五版）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

我国即将开启空间站时代

一季度，我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实现了良
好开局。财政、货币等各项政策加强协调
配合，为经济顺利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
《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认为，中国的政
策支持力度大于预期，因此将中国今年经
济增长预测上调了 0.1 个百分点，中国仍
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今年以来，财政政策更加突出“积极
有效”，注重合理调整政策力度和着力点，
充分体现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稳中求进的
工作总基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保障
重点支出的需要。在政策安排上，主要体
现在“两减一扩”：“两减”就是减轻企业税
收和缴费负担，“一扩”则是适度扩大支出

规模。
继续实施减税政策，切实降低企业成

本，实现“放水养鱼”。今年以来，营改增
持续推进，释放更大减税效应。国家税务
总局局长王军日前披露，全面推开营改增
试点以来的2016年5月至2017年2月这
10 个月内，减税规模就达到 5661 亿元。
此外，明确了一系列新的减税措施。在加
大减税力度的同时，国家着力有针对性地
进一步减轻企业缴费负担。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一季
度已出台降费 2000 亿元措施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出一系列减税举措，预计全年将
再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税负 3800 多亿元。
可以预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将是今年积
极财政政策的“主旋律”。

积极的财政政策还着力适度扩大支

出规模。为了确保财政支出强度不减且
实际支出规模扩大，今年安排全国财政
赤字 23800 亿元，比上年增加 2000 亿
元，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
模。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5917 亿元，同比增长 21%。其中，科学
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
生育、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都超过
20%。

货币政策方面，则保持稳健中性，为
实体经济创造了基本稳定的流动性环
境。从具体操作来看，一季度，央行根据
市场需求，灵活运用中期借贷便利、逆回
购等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值得注意的是，
中期借贷便利、逆回购、常备借贷便利等
政策利率先后上调，但与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直接相关的、1 年期的贷款基础利率始

终保持在4.3%的水平不变。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更注重防控金

融风险。一季度，央行宏观审慎管理评
估体系(MPA)考核首次将表外理财纳
入广义信贷口径，监管机构能够更加全
面准确地衡量风险，引导金融机构审慎
经营。

3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0.6%，
增速平稳回落，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
弘认为，这反映了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落
实和对金融机构加杠杆行为监管的加强，
有利于减少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的传递
链条和滞留时间。“目前 M2 增速与经济
增长总体上是相适应的。”阮健弘认为，同
期社会融资规模、企业中长期贷款等指标
同比多增，反映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度不减。

政策协调配合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首季经济数据分析及展望述评之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陈果静

近日，欧洲主要国际银行密切关注中国一季度经济
数据。针对中国经济“开门红”，各方认为一季度经济
的超预期表现意味着本年度中国经济将进一步改善。经
济的稳健增长将为中国政府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提供更
多的政策空间。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表示，综
合各方面因素分析后，德银将 2017 年全年中国 GDP 增
速预期由原先的 6.5%上调至 6.7%，并同时上调 2018 年
GDP 增速预期至 6.3%。德银还表示，由于信贷增速放
缓，今年后三季度的 GDP 增速可能较一季度略微回落，
但预计回落后的增幅依然高达6.8%、6.6%和6.5%。

法国巴黎银行表示，一季度的强势增长将在近期得
以延续。这主要是受益于政府政策推动和全球性经济需
求的改善。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近期进一步增加了自贸
区的数量并公布了雄安新区目标。上述市场政策和“一
带一路”建设将成为未来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来
源，也将为海外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投资机遇。

瑞银集团认为，3 月份零售额增速数据超出预
期，显示了居民消费的强大韧性。此外，近期数据显
示，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提升到两年来的最高水
平。这表明二季度居民消费开支将保持强势增长，消
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渣打银行认为，
服务业在一季度实现了 7.7%的高速增长，预计今年增
速将维持在 7.5%至 8%的有机增长区间内，成为经济
稳定的重要因素。

瑞银集团认为，随着中美之间政策协调的有效开
展，未来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支撑将好于此前预期，
2017 年中国经济不可能出现大规模下滑的态势。渣打
银行表示，随着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和外部环境
的持续改善，中国出口将持续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态势
已经从近期PMI数据中得到了印证。

欧洲投资机构一致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进一步稳
定为解决结构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荷兰银行高级
经济学家阿里扬·戴克胡伊岑表示，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
局意味着中国政府货币政策空间更大，将延续相对中性
的货币政策，更加重视防范金融风险和去杠杆化。渣打
银行认为，预计今年中国名义 GDP 增速可能超过 10%。
随着央行继续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尤其将年度
M2 增速控制到 12%，信贷增速和名义 GDP 增速之间的
差距进一步缩小，为去杠杆进程提供重要支撑。

中国经济“开门红”提振投资信心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左图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
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史家民摄

本报北京 4 月 20 日讯 记者齐慧、
实习生张璇从交通运输部第四次例行新
闻发布会获悉：今年一季度交通运输经
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货运量和港
口货物吞吐量实现同比增长，交通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进度快于预期。

据统计，一季度，全社会完成货运量
96.1 亿吨，同比增长 9.3％；规模以上港
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29.9 亿吨，同比增长
7.6％，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
长 7.7％和 7.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5371万标箱，同比增长7.2％。

一季度，公路水路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3316 亿元，同比增长 30.3%，完成全
年1.8万亿元投资目标的18.4%，完成进
度较去年同期加快 5.6 个百分点。其
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 3055 亿元，同比
增长 33.5%。水运建设完成投资 209 亿
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客运方面，一季度铁路客运持续较
快增长，增速达9.6％。私家车出行快速
增长，高速公路 7 座及以下小客车流量
同比增长了 13％。水路客运量同比增
长 6.6％，邮轮旅游客运量增速在 30％
以上。民航客运量保持两位数增长。1
月至 2 月，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增长
16.5％。

交通运输经济稳中向好

一季度货运量增长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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