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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每逢节假日，唐山有很多市民选
择在家门口度假：在南湖景区，市民欣赏美
丽的自然风光，观看戏曲、皮影、快板、评
书、乐亭大鼓等文艺表演，领略诗经吟诵、
汉舞表演、汉服展等中国古典文化的韵味，
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今年端午节假
期短短 3 天内，唐山接待游客 126.8 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1.99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21.5%、23%。

南湖热闹的旅游场景，是唐山经济转
型发展的一个缩影。唐山市统计局负责人
告诉记者，今年一季度，唐山第一产业增加
值 89.3 亿元，增长 3.0%；第二产业增加值
915.6 亿元，增长 5.4%；第三产业增加值
542.1亿元，增长9.4%，令人欣喜。

放大世园会成果

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唐
山视察时称赞唐山世园会是“一个很好的
作品”，要求善始善终办好世园会。

以惠民服务为抓手，唐山积极统筹使
用园区内的展馆、场地，让更多市民共享世
园会资源。世园会闭幕后，园区从展园模
式直接进入向公众开放模式，园区里的展
园、展馆和设施均得到了充分利用，从展会
功能迅速向服务功能转换。

建筑面积 5.8 万平方米的世园会综合
展示中心，腾出 2 万平方米改做唐山城市
规划展览馆；其余 3.8 万平方米场地设施
被改造成唐山市民服务中心，并于今年
1 月开始提供服务。这个集行政审批、阳
光政务、便民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一站式
政务服务平台，已经有 42 个部门(单位)进

驻，涉及200多个审批及服务事项。唐山市政府秘书长、南湖生态城
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张文明告诉记者，这个被市民誉为“推开一扇门，
办成百家事”的平台至今已接待服务对象超过百万人次。

此外，作为河北省首个大型热带植物馆——世园会植物风情馆
被启用为唐山市青少年热带植物认知和科普教育基地；低碳生活馆
成为展示低碳生活理念的科普教育基地和世园会建设历程展馆。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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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
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
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这既抓
住了我国实体经济问题的要害，也是
解决问题的明确指引。

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许多产品
的生产能力都排在全球第一，但多数产
品只能满足中低端的需求，这在过去同
投资和出口主导的需求结构是相匹配
的。现在，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出口需
求和投资需求相对下降，而作为生产供
给却未能适应这种需求的新变化。尤
其是，我国人口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

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相对
减少，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但是，产
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并未及时跟进，结果
是一方面部分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有效
供给不足。比较突出的，就是许多消费
者跑到国外去买马桶盖、电饭煲等等。
因此，着力提高供给质量，推动供给体
系由中低端产品为主转向适应需求变
化的中高端产品为主，既是当前工作的
重中之重，又关系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
发展。

提高供给质量，必须把全面提高
产品和服务质量作为中心任务。要树
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让提高供给
质量的理念深入到每个行业、每个企
业心目中，让重视质量、创造质量成为
社会风尚。眼下，不仅许多中低端产
品供大于求、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而

且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和服务质量也跟
不上，满足不了需求。所以，应广泛开
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
全面质量管理，强化质量监督，遏制以
降低质量为代价的恶性竞争，增加高
质量、高水平产品的有效供给，用质量
优势对冲成本上升的劣势，以优质产
品满足市场需求。

必须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工匠精
神是制造业的软实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新动能、企业打造百年老店的
金钥匙。我国制造业要实现转型升
级、跨越发展，既需要科技进步，也需
要匠艺精进，把追求细节完美、质量上
乘的“匠心”融入设计、生产、管理、服
务的每一个环节，有效解决设备可靠
性、精度保持性、质量稳定性、消费安
全性等问题，才能做到大工业时代的

精细管理、精品制造。弘扬工匠精神、
造就合格工匠，就要着力完善有利于
工匠精神生长传承的市场激励机制，
厚植工匠文化，以一支高素质、大规模
的“中国工匠”队伍，打磨出“中国质
造”的金字招牌，进而带动更多的中国
品牌大踏步走向世界，实现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必须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企
业家是企业的统帅和灵魂，无论是提高
供给质量，还是扩大有效供给，都需要
企业家有胆识、有魄力、敢于担当，都需
要发扬企业家精神，以更大的决心、更
大的勇气抓市场、抓管理，引领企业开
拓前进。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
同志就大力倡导和推行“理解企业家、
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
家”的理念。 （下转第四版）

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
——二论坚定不移把实体经济抓上去

本报评论员

中国经济走势如何？这是国际社
会关注的大热门。今年以来，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IMF） 已连续两次上调
中国经济增速预期，将中国经济今年
的增速调高至6.7%。无巧不成书，包
括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穆迪、摩根
士丹利等国际机构，近期纷纷表示看
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给中国经济投

“信任票”，认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
续性。

众多国际机构“齐刷刷”为中国经
济“点赞”，缘由何在？有关机构判断
中国经济各有依据和逻辑，但这些依
据和逻辑都指向一个共识，即中国经
济总体平稳、稳中向好。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有深化改革

政策护航。中国政府坚持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稳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制机制改革
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着力解决中国经
济健康发展的中长期、深层次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三去一降一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机制逐步形成，中国经济发
展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不
断释放。IMF 总裁拉加德坦言，上调
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主要基于两点考
虑，一是中国推动改革的决心，二是中
国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中
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扎实，有很强的可
持续性。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呈现
良好的韧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
国 GDP 增速已经连续 7 个季度位于
6.7%到 6.9%区间，今年一季度经济增
速达6.9%。

其次，中国经济正孕育着澎湃增
长动力。中国正由传统发展模式转向
消费升级、新兴产业导向的经济发展
模式，新旧发展动能加速转换。在产
业结构方面，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增加
值占 GDP 的比重为 56.5%，比去年的
51.6%的比重提高近 5 个百分点；最终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7.2%，取
代投资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主引擎，
且表现出稳定发展态势。经合组织认
为，经济增长方式向消费与服务业驱
动型转变，预计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
续性将进一步增强。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 5 个月工业机器人消费增长
50%以上，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的
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整体增长起到
了有力的支撑作用。世界银行行长金
墉表示，中国在推进城镇化、发展先进
制造业等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这将
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竞争力”。可以

断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推进，共享经
济、分享经济、智能家居等新业态的快
速发展，将不断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
强劲新动力。

第三，中国经济蕴藏着巨大的发
展潜力。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
农业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
中蕴藏的发展潜能无比巨大。中国经
济正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努力
发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知识型经
济，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中国正按
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大力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用全新的“增
长故事”，诠释“世界经济发展主要驱
动力”和“全球经济复苏支撑要素”。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已经成为
当今世界经济的一股强大“暖流”！

国际机构缘何纷纷点赞中国经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惠喜

本报北京 6 月 22 日讯 记
者王薇薇 熊丽 孟飞报道：6月
2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经济
日报》在北京共同发布《中国城
市竞争力第15次报告》。

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城
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十强为：
深圳、香港、上海、台北、广州、天
津、北京、澳门、苏州、武汉。

2016 年中国城市宜居竞争
力指数十强为：香港、无锡、广州、
澳门、厦门、杭州、深圳、南通、南
京、上海。

2016 年中国城市可持续竞
争力指数十强为：香港、北京、上
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澳门、
青岛、大连。

此次年度报告的一大变化
是，研究视角由过去城市间比
较，转向由城市的视角看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变化趋
势。报告显示，我国以东中一体
和城市群体系为支撑的经济空
间新格局更加明晰。

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通
过长期研究，按照指标最小化原
则，构建了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
指数、宜居竞争力指数、可持续
竞争力指数，对2016年中国294
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和289
个城市的宜居竞争力指数、可持
续竞争力进行了实证研究。

本次新闻发布会由《经济日
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主办，由中国社科院城
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和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承办，凤凰财经
研究院协办。

（相关报道见第五、六、七版）

本 报 与 中 国 社 科 院 共 同 发 布
《中国城市竞争力第 15 次报告》

报告显示以城市群体系为支撑的经济空间新格局更加明晰

更多中国城市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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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技术人员在
昌吉—古泉特高压输电工程
安徽铜陵钟鸣镇境内的铁塔
上进行设备安装作业。当
日，“昌吉—古泉±1100 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
程”安徽铜陵钟鸣段进入瓷
瓶安装阶段。

昌吉至古泉工程是实施
“疆电外送”的第二条特高压
输电工程，预计在 7 月开始
架线。工程将推动新疆能源
基地的火电、风电、太阳能发
电打捆外送，保障华东地区
电力可靠供应。

陈 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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