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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
值完成 647.7 亿元，同比增长 7.5%，居
河北省首位；全市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7.3∶44.1∶48.6；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 358
家，总数达到 4661 家，60%集中在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域；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完成50.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达到28.2%⋯⋯

上述亮眼的成绩单，出自于一座特殊
的城市。之所以说它“特殊”，源于其独有
的区位：位于河北省内，接壤北京和天津
这两大直辖市，被称为“京津走廊”，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承接性作用。而它之所以能打造出这样
的成绩单，是由于其在经济发展方面初步
形成了以“大智移云”为核心产业，辐射、
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配套运行的良性
格局。“大智移云”是它的名片，更是谋求
转型升级的“引擎”。

在廊坊市委书记冯韶慧眼中，廊坊的
发展目标是：率先走新路，奋力走前列，加
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市。“廊坊的 99%
都是平原，地表地下缺乏可利用的资源，
连地表水库都没有。发展的突破口就是
依靠人，用人才的力量走创新之路。其
中，科技创新最重要。”冯韶慧说。

鉴于此，廊坊提出了“大智移云”的战
略目标，将其作为首位产业进行发展，从
而引领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提档加速。

所谓“大智移云”，即指大数据、智能
化、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的综合体。四者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数据显示，廊坊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亿元以上项目的
比重达到 33.6%、占河北省重点项目达
54.5%，“大智移云”产业实现的利税和增
加值均居河北全省首位。

优化大数据 推动云计算

润泽国际信息港是廊坊最早的大数
据产业项目，是以大规模云数据中心为核
心业务的综合性产业园区。晨曦微露之
时，《经济日报》记者一行来到位于信息港
的京津冀大数据应用创新中心，亲身体验
到了大数据创新带来的魅力。

在一台悬挂于墙上的显示屏前，润泽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王克然为记者进行了一番演示：在大数据应用
创新中心独立研发的数据搜索和分析系统中，输入关键词“暴雨”，按下
搜索键，关于“暴雨”的所有数据瞬间跃于记者眼帘。最关键的是，这些
数据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按照“媒体报道统计排行”“时间分布排序”等
多元化方式呈现，图文并茂，一目了然，方便不同层次的服务对象检索
和查阅。 （下转第二版）

致力发展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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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廊坊找准转型升级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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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国民经济不仅延续了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而且稳中向好
特征更趋明显。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
形势下，中国经济收获“稳”“进”“好”
的积极成果，难能可贵。立足上半年
主要经济数据，深刻认识和评判这一
来之不易的成果，对做好下一步经济
工作，确保完成全年预期发展任务，意
义重大。

上半年中国经济的不俗表现，首
先是一个“稳”字。一季度和二季度
GDP 增 速 持 续 稳 在 6.9% 这 一 点 位
上。究其原因，主要是宏观调控与深
化改革密切配合、相互作用，通过精准

的政策发力激发改革红利，把稳增长
的重点转向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上。
今年上半年，中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
运行变化适时适当做出微调。其中，
反映现实和潜在购买力的广义货币

（M2），5 月末增速降为 9.6%。此举意
味着以精准施策发出引导“三去一降
一补”的结构调整正确信号，避免“大
水漫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的
冲抵，努力使经济增速稳定在结构不
断优化的正确轨道上。正是由于中央
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的“稳”、实施宏观
调控与深化改革的“稳”，才赢得了经

济发展速度的“稳”。
上半年中国经济的不俗表现，还

在于一个“进”字。经济发展稳中有
进，突出体现在动力上。其中，既有通
过淘汰过剩产能腾挪新空间带来的新
动力，也有扩大动能增量带来的新变
化。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
利用率为 76.4%，比上年同期提高 3.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
达到 97.5%。与此同时，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持续增长，特别是 6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6%，比上月加快 1.1 个百分点，环比
增长 0.81%。上述变化表明，实体经

济供求环境逐步改善，为国民经济稳
中有进的积极态势提供了十分重要的
动力支撑。进一步分析，还可看到，近
年来，伴随“放管服”改革特别是商事
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双创”势头随之
走强。据统计，目前每天诞生企业1.5
万户左右，个体工商户 4 万多户。正
在蓬勃壮大的新动能，不仅为经济增
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增量支撑，更重
要的是，层出不穷的新业态、新模式代
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正是中国
经济最具价值的“进取”特征。

（下转第四版）
（相关报道见第五、六版）

深刻认识稳中向好的积极成果
本报评论员

国际社会点赞中国超预期增长
本报记者 朱 旌 陈 博 田晓军

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 （记者
刘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18日在人民
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勒斯
坦国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巴两国友谊源远
流长。中国是最早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正义事业、最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和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两国人
民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相互支持，是
真正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近年
来，中巴两国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
更加巩固，各领域合作得到稳步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巴方一道
努力，在政治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加
强协调配合，保持高层交往，不断推动
两国各领域合作。中方赞赏巴方始终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一如既往支持
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
义事业。中方愿与巴方共建“一带一
路”，支持有实力、有条件的企业到巴
勒斯坦开展投资合作，实现互利共
赢。我们愿同巴方在工业区建设、人

才培训和太阳能电站项目等方面合
作，帮助巴方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双
方要继续加强在文化、教育、科研、党
际、地方、民间、青年等各领域各层次
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习近平就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提出四点主张：

第一，坚定推进以“两国方案”为
基础的政治解决。中方坚定支持“两
国方案”，支持建立以 1967 年边界为
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
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将一如既
往地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发挥建设性
作用。

第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中方呼吁切实落实联合
国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立即停止在
被占领土上一切定居点活动，立即采
取措施，防止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
尽快复谈，加快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
题，从根本上实现共同持久的安全。

第三，进一步协调国际社会的努

力，壮大促和合力。国际社会应进一
步协调，尽快推出共同参与的促和举
措。中方愿参与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巴
勒斯坦问题政治解决的努力，拟于年
内召开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为解决
巴勒斯坦问题启智献策。

第四，综合施策，以发展促进和
平。在推进政治谈判的同时，应高度
重视发展问题，推进巴以合作。中国
视巴以双方为“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
要伙伴，愿本着发展促和平的理念，开
展互利合作，继续支持巴加快发展。
中方倡议启动中巴以三方对话机制，
协调推进援助巴方的重点项目。

阿巴斯表示，巴中传统友谊如真
金永不褪色。巴方衷心感谢伟大的中
国始终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正义事业，
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
实现国家统一。巴方祝贺并钦佩中方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愿密
切同中方高层和各领域交往，积极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巴中经济、科

技、基础设施、工业园区、旅游等合
作。巴勒斯坦高度评价并支持中国就
推动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的建
设性倡议，希望看到中国在中东和平
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外
交、经济、人员培训和文化等领域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阿巴斯授予习近平

“巴勒斯坦国最高勋章”，以表达对中
方支持巴正义事业的深切感谢和对
习近平本人的崇高敬意。习近平对
此表示感谢，指出这体现了巴方对中
巴关系的高度重视，是对中国长期以
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公正立场的
赞赏和肯定。中方将坚定不移推动中
巴双边关系和中东和平进程不断向前
发展。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
门外广场为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国务
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
等出席。

习近平同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强调推动中巴友好合作事业全面发展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上半年同
比增长 6.9%，这一增速超出多国
经济学家和媒体预期。对此，海
外专家学者和媒体纷纷给中国经
济“点赞”，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努
力解决经济结构转型中面临的问
题，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
性，努力提升发展质量。

美 国 有 线 新 闻 网（CNN）、
《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美国
之音以及彭博社等媒体都及时关
注了中国发布的最新经济数据，
并通过引述数据报道了中国最新
的经济发展走势。

彭博社引述匹兹堡金融服务
集团的高级国际经济学家威廉
姆·亚当姆斯的话说，中国经济的
强劲增长态势为全球经济增长注
入了新动力，也进一步稳固了全
球市场投资信心。中国经济稳健
增长巩固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出
口回升态势，并推动2017年全球
经济复苏重回轨道。

美国广播公司的财经频道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
称，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超过预期，解除了市场担忧。

惠誉评级总裁斯蒂芬·施瓦
茨称，目前，中国经济呈现向好发
展态势，涨幅有效抑制了资本外
流的压力。惠誉 7 月 14 日给予

中国“A+”评级，认为中国经济前
景稳定。

比利时富通银行亚太分析师
范滕邦德表示，中国经济当前面
临发展“拐点”，业界对中国今年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表现高度关
注。此次经济“成绩单”显示出中
国经济处于稳中向好态势，尤其
是中国在进出口指标上的表现令
外界鼓舞，证明“世界经济引擎”
的后劲依然充足。

欧盟布鲁格经济智库学者马
雷克认为，近 30 年来，中国在全
球化浪潮中减贫成效卓著，经济
增长成绩单有目共睹。面对当前
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挑战，中国
应捍卫全球自由贸易安排，反对
保护主义符合中国的利益。他认
为，未来中国有必要持续稳定推
进金融体系改革，为区域与全球
金融安全作出贡献。此外，要继
续转变增长模式，利用科技进步
促使经济可持续增长。

保加利亚著名财经网站《投
资者》报道指出，经济指标数据表
明，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努力提高经济发
展的质量。报道认为，惠誉此前
依旧保持了对中国经济“平稳发
展”的展望，这符合中国经济实际
发展情况。

聚焦上半年经济形势系列评论之二

战高温

忙施工
7 月 16 日，山

东滨州市博兴县陈
户镇长深高速博兴
段施工现场，施工
人员正在顶着高温
作业。

连日来，滨州
市博兴县迎来高温
天气，最高气温达
到 40 摄氏度。施
工人员加紧开展施
工作业，促进工程
建设进度，确保项
目按期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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