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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
程、中线一期工程合计实现调水量
100亿立方米。自2013年、2014年相
继建成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
期工程运行平稳，输水水质全线达标。

长期以来，我国北方一直处于
严重缺水状态，华北地区水资源总
量仅占全国的 7.2%，人均水资源占
有量仅为全国的五分之一，很多城
市生活用水主要依靠开采地下水。
据测算，华北地区每年超采的地下
水约有60多亿立方米，累计开采超
过1500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
面通水两年多来，受水地区水资源
保障能力得到了极大改善。国务院
南水北调办党组书记、主任鄂竟平
表示，在工程设计之初，南水北调是
作为补充水源的，而目前，南水北调
成为了很多城市的主力水源。

从东线来看，一期工程累计调
入山东省境内水量约 19.9 亿立方
米。山东省平原区地下水位较去年
同期上升 0.18 米。受益人口超过
4000 万人；从中线来看，一期工程
累计调入干渠80.1亿立方米。北京、
天津、石家庄、郑州、新乡、保定等18
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保障能力得到有
效提高，受益人口达5300万人。

“南水北调成败在水质。”鄂竟
平表示。以东线一期工程为例，“十

一五”“十二五”期间，江苏、山东两省
通过深化治污措施，建立了治理、截
污、导流、回用、整治一体化治污体

系。东线治污规划及实施方案确定
的426个治污项目已全部建成，主要
污染物入河总量比规划前减少 85%

以上，提前实现了输水干线水质全部
达标的承诺，并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
标准，沿线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仲夏，绿满黔北，茶香盈鼻。
沿着蜿蜒的水泥路，《经济日报》记者走

进贵州省湄潭县兴隆镇田家沟，目之所及皆
是绿油油的茶园，绵绵伸向远方，采茶人忙
在其中。

“6 亩茶，年收入 10 万元左右”。村民谭
武莲祖祖辈辈靠种地，如今靠种茶，全家吃
上了生态饭。

在湄潭，茶产业已成为百姓脱贫增收
的支柱产业。2016 年，该县茶园面积达到 60
万亩，茶农 8.8 万余户、35.1 万余人，四成贫
困人口从中受益。

放眼整个贵州，习近平总书记“既要绿
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
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绿色发展理念，已经落地生根，正在开花
结果。

据统计部门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
贵州经济增速连续 6 年位居全国前三，同时
森林覆盖率由 2010 年底的 40.52%增加到
2016年的52%。

作为我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
一，贵州正用自己的探索，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为美丽中国建
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建设绿色家园
贵州山水“颜值”高

保护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的根本利益和
民族的长远利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于
贵州这样一个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省份而
言，保护好生态环境，更是底线，是硬任务。

贵州立足生态抓生态，着力筑牢绿色屏
障，让贵州山水的“底色”更浓、“颜值”更高、

“气质”更佳。
自2015年起，贵州连续3年在春节后上

班首日，组织省市县乡村五级干部职工和群
众，上山开展义务植树。仅 2016 年，贵州省

参加义务植树的干部群众达1368万人次，完成义务植树5600万株。
据贵州省林业厅厅长黎平介绍，2016 年该省累计完成造林 528 万

亩，全省森林面积达 1.374 亿亩，森林蓄积量为 4.25 亿立方米，“两江”上
游生态屏障基本建成。

“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
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贵州护绿，既在“种”上做文章，更在“治”上下
功夫，以严厉的措施守护绿水青山。

近年来，贵州相继实施环保执法“利剑”行动，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
制度，划定行政行为边界。

据 6 月初发布的《2016 贵州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截至去年底，该
省市（州）中心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稳定在 100%，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6.6%。

今年2月，贵州将禁止开发区、5000亩以上耕地大坝永久基本农田、
重要生态公益林和石漠化敏感区等四大部分、12类地区纳入生态保护红
线，保护面积（扣除重叠部分）达 56236.16 平方公里，占该省国土总面积
的31.92%。 （下转第二版）

6月15日11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四号乙运载
火箭，成功发射首颗 X 射线空间天文卫星“慧眼”。该卫星填补了我国空
间 X 射线探测卫星领域的空白，实现我国在空间高能天体物理领域由地
面观测向天地联合观测的跨越。 本报记者 李芃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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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秉泽

日前福田欧辉向缅甸仰光公交
公司交付 1000 辆新能源公交车，这
是今年我国客车行业海外出口第一
大单。“去年我们销售汽车53.1万辆，
其中，海外出口销量近5.8万台，连续
5年位居中国商用车出口第一。”福田
汽车集团总经理王金玉表示，今年前
5 个月，公司销量同比增长 22.9%，全
年预计出口7万辆。

福田汽车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发
展的一个缩影。“在国家政策的强力
扶持下，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不仅
成为当前各大企业产业转型升级、
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举措，
也成为各地推动绿色发展、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抓手。”“十三
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新能源汽
车》 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清

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说。

产销规模跃居全球第一

截至2016年，我国累计推广
量超过100万辆，占全球市场保有
量的50%以上。在全球销量前20的
整车中，中国品牌已达11款

“继4月以6295辆的销售成绩获
得月度新能源车型销售冠军后，5 月
我们的销售达 7549 辆。”吉利新能源
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李岩松高兴
地说。

中汽协6月12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 5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5.1万辆和4.5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38.2%和 28.4%。这意味着，在走
出今年初补贴退坡、准入目录重审的
阴影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开始
重回“快车道”。

我国新能源汽车起步并不早，但
产销规模已连续两年跃居全球第

一。“我们从 2009 年开始正式启动新
能源汽车‘十城千辆’的推广示范工
作。到 2012 年，共推广了 1.7 万辆新
能源汽车，2013 年到 2014 年推广应
用量达到 10.1 万辆，2015 年跃升到
37.9 万辆，2016 年我们共生产新能
源汽车 51.7 万辆，累计推广量超过
100 万辆，占全球市场保有量的 50%
以上。”欧阳明高表示，这样的成绩在
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国外企
业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强有力的挑战。

与产销量快速增长相适应的是，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的基本建
立。“新能源汽车发展带动的上下游
产业投资，贯通了包括基础材料、关
键零部件、制造装备等产业链的关键
环节。”工信部部长苗圩说，目前我国
已建立结构完整、自主可控的新能源
汽车产业体系。

更重要的是，企业竞争能力得到
了明显增强。2016 年，比亚迪、吉
利、北汽等企业进入全球新能源汽车
乘用车销量前十位，福田、宇通、金龙

等国产新能源客车技术水平世界领
先，并实现了产品、技术、标准和服务
协同“走出去”。在全球销量前 20 的
整车中，中国品牌已达 11 款。在动
力电池和电机方面，福建的宁德时
代、上海的精进电动等，已成为全球
知名的乘用车零部件供应商。可以
说，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纯电动汽车领
域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电动汽
车市场的格局。

技术实力实现新的提升

我国率先发展纯电驱动，电
池产业规模已达世界第一，且总
体水平与日、韩位列国际前三

产销规模的大幅增长离不开技
术实力的提升。“动力电池就好比人
的心脏，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
欧阳明高介绍说，由于我国率先发展
纯电驱动，带动电池产业的发展达到
了世界前列。 （下转第六版）

新能源汽车跑出“新动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忠阳

在 6 月 13 日召开的全国深化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
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始
终抓住“放管服”改革这一牛鼻子，推
动政府加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要求，打造便利、公平的市场环
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推动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近 年 来 ， 国 务 院 和 各 部 门 把
“放管服”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
“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
炮”，坚韧不拔地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通过这场“深刻的刀刃向内的
自我革命”，推动了政府职能的重
塑，改革了以审批发证为主要内容
的传统管理体制，革除了与审批发
证相关联的寻租权力和不当利益，

改变了与审批发证相伴的“看家本
领”，推动政府加快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放管服”改革通
过政府减权限权，降低了制度性交易
成本，换来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的释放，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加快经济发展新动能成长、促进扩大
就业、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支撑作用
日益凸显。3 年来，全国累计新增登
记企业数量是商事制度改革前8年新
登记企业的总和。根据世界银行营
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在 190 个
经济体中的排名近年来持续提高。
国家统计局去年四季度对全国9万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的问卷调查
显示，简政放权同创新支持、减税降

费一起，成为企业获得感最强的三大
政策措施。

当前，我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
向好，积极变化不断增加。“放管服”
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但与经济社会
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差距
仍然存在。如果说行棋开局重在“取
势”，更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勇气和
拼劲，如今改革棋至中盘，进入了攻
坚期和深水区，制胜关键在于“取
实”，必须以一抓到底的韧劲做出更
多、更有效的努力，让各项改革落地
生根、取得实效，这将是一个艰巨而
复杂的过程。

做好今年的“放管服”改革，重点
是做到五个“为”——为促进就业创
业降门槛、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担、

为激发有效投资拓空间、为公平营商
创条件、为群众办事生活增便利，正
是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整体布局下一步的“放管服”改革。
要围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
深化“放管服”改革，各部门要在年内
制定出台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在更
大范围推广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
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

“放管服”改革事关全局、利在长
远。只有进一步做好简政放权的“减
法”、加强监管的“加法”和优化服务
的“乘法”，让审批更简、监管更强、服
务更优，才能营造出更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办事创业环境，为企
业和群众打开便利之门，为经济发展
注入活力之源。

以韧性牵牢“放管服”改革牛鼻子
萃 华

“ 慧 眼 ”升 空
（详细报道见第十五版）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进展顺利——

100 亿 方 清 水 润 泽 近 亿 人
本报记者 常 理

6月15日航拍的山东聊城市茌平县贾寨镇正在蓄水的东邢湖水库。南水北调工程东线一期工程茌平县续建配套工
程自2016年1月份开工，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东邢湖水库已蓄水260万立方米。 赵玉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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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韩国济州 6 月 15 日电 （记者严蕾 耿学鹏） 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15日批准总额约3.24亿美元的三个新项目，其中
包括向印度基础设施基金提供 1.5 亿美元的股权投资，这也是亚投行首
个股权投资项目。

据悉，印度基础设施基金计划融资 7.5 亿美元，其中亚投行出资 1.5
亿美元。该基金将致力于投资印度的基建平台及具有高成长潜力的基建
公司，并帮助地方基建项目吸引公共养老基金、捐赠和保险公司等全球长
线投资者出资，支持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当天批准的另两个项目分别
为 1.14 亿美元贷款用于格鲁吉亚巴统绕城公路项目，以及 6000 万美元
贷款用于塔吉克斯坦努列克水电改造项目一期工程。

亚投行宣布首个股权投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