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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一 期 工 程
2014 年 12 月 12 日正式通水以来，
东中线工程已全面通水四周年。水
利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2月
12日，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累计调
水 222 亿立方米，供水量持续快速
增加，优化了我国水资源配置格局，
有力支撑了受水区和水源区经济社
会发展，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郊的滹沱
河，水流充沛，水质清澈。很难想
象，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前，这
里已经干涸多年。“没有治理前，这
里就是大沙坑，车一过就尘土飞扬，
特别脏。”滹沱河沿岸居民石晓旭感
慨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河道
续上了水，河两岸环境也有了很大
变化。

“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通水以
来，通过采取限制地下水开采、直
接补水、置换挤占的环境用水等措
施，不少干涸的河流重现生机。”
水利部南水北调司副司长袁其田介
绍，中线一期工程连续两年利用丹
江口水库汛期弃水向受水区 30 条
河流实施生态补水，已累计补水
8.65 亿立方米，河湖水量明显增
加。与此同时，河道复流，地表水
和地下水良性循环关系逐步恢复，
华北地区地下水位快速下降趋势有
效遏制。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底，
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位与上年同期
相比回升了 0.91 米；天津市地下水
位 38%有所上升，54%基本保持稳
定；河北省滹沱河、滏阳河、南拒马
河3条试点补水河段的地下水回升
平均都在0.5米以上。

生态补水增加了河湖水量，提升
自净能力，水质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天津市中心城区4个河道监测断面
的数据显示，水质由补水前的Ⅲ类—
Ⅳ类改善到Ⅱ类—Ⅲ类；河北省白洋
淀监测断面入淀水质由补水前的劣
Ⅴ类提升为Ⅱ类；河南省郑州市补水
河道基本消除了黑臭水体，安阳市的
安阳河、汤河水质由补水前的Ⅳ类和
Ⅴ类水质提升为Ⅲ类。

据介绍，随着南水北调工程沿
线供水保证程度大幅提升，南水已
成为京津冀豫鲁地区 40 余座大中

型城市的主力水源，黄淮海平原地
区超过1亿人直接受益。中线工程
总受益人口5300余万人，东线工程
总受益人口6600余万人，其中山东
胶东半岛实现南水全覆盖。

“目前，中线工程进入冰期输
水，已抬高渠道运行水位，并适当减
少输水流量，保持较低流速。”南水
北调中线建管局总调度中心副主任
韩黎明介绍，为确保工程安全平稳
运行，南水北调中线沿线配备了一

定数量的捞冰设施，并设置了排冰
闸，紧急时可以排出流冰到渠外；闸
门安装有热融冰装置，可加热门槽，
保障冬季闸门顺利启闭；渠道中的
一些部位还设置水流扰动装置，通
过不断扰动水流避免结冰。

对于下一步南水北调的工作重
点，袁其田表示，水利部将着眼解决
新时期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
环境污染三大水安全问题，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

全面通水四周年,润泽北方40多个城市——

南水北调东中线累计调水222亿立方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12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显示，根据测算，2017年中国创
新指数为196.3（以2005年为100），
比上年增长6.8%。国家统计局社科
文司高级统计师关晓静表示，2017
年，我国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创新
投入力度继续加大，创新产出持续
提升，创新成效稳步增强。中国创
新指数的走势表明，我国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效显著，创新
能力的不断提升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强大动力。

创新环境持续优化

2017 年，我国创新环境指数为
203.6，比上年提高19.1个点。该领
域的5个评价指标指数四升一平。

关晓静分析称，2017年，国家财
政科技拨款达 8383.6 亿元，比上年
增长 8.0%。其中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496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5%，所
占比重为 59.2%，比上年提高 1.3 个
百分点，地方科技投入的积极性进一
步提高。全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公
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13%，与上年
持平。近年来，国家财政资金对科学
技术的支持稳步增加，为科技活动开
展和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随着《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以及科技型
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由50%提高至75%等政策的落实，企
业受惠面不断扩大。2017年，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中受惠企业为2.4万家，比
上年增长40%。其中受惠的中小型企
业为2.2万家，比上年增长43.1%。

经济实力的稳步增强为实现创
新奠定了坚实基础，2017年，我国国
内生产总值达到 82.7 万亿元，人均

达到5.97万元，按不变价计算，分别
比上年增长6.9%和6.3%。在促进转
方式调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
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
等方面，经济和产业发展过程中亟需
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为创新活动的持
续开展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量。

创新投入力度加大

2017年创新投入指数为182.8，
比上年提高10.6个点。该领域的6个
评价指标指数五升一平。

2017年，我国R&D（研究与试验
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为403.4万人年，
比上年增长 4.0%，保持全球第一。
2017 年 ，我 国 R&D 经 费 投 入 为
17606.1亿元，比上年增长12.3%，增
速比上年加快1.7个百分点，投入总
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投入强度（R&D
经费投入与GDP之比）为2.13%，比
上年提高0.02个百分点。

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投入 R&D 经费 12013 亿元，比上年
增长9.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

投入强度（R&D 经费与主营业务收
入之比）为1.06%，首次突破1%。

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凸显。
2017年，我国企业R&D经费支出达
到13660.2亿元，比上年增长12.5%，
增速比上年加快0.9个百分点；企业
R&D经费支出占全社会R&D经费的
77.6%，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201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
为975.5亿元，比上年增长18.5%，增速
为近5年最高。基础研究经费占R&D
经费的比重为5.54%，比上年提高0.29
个百分点，为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创新产出全面提升

2017年创新产出指数达236.5，
在4个分领域中居第一位；比上年提
高13.2个点，增长5.9%。该领域的5
个评价指标指数全部实现增长。

2017年，我国国内专利申请授权
数为172.1万件，比上年增长5.6%。截
至2017年底，大中型工业企业拥有注
册商标41.7万件，比上年增长7.3%，
企业品牌建设意识进一步增强。

技术市场快速发展。2017 年，
我 国 技 术 市 场 成 交 合 同 金 额 为
13424.2亿元，比上年增长17.7%，增
速比上年加快 1.7 个百分点。技术
交易额不断创新高，表明技术成果的
流动正逐步加速，为技术成果的大力
转化和应用奠定了较好基础。

创新成效不断增强

2017 年 ，创 新 成 效 指 数 为
162.2，比上年提高 7.4 个点，增速为
4.8%。5 个评价指标指数全部实现
增长。

企业新产品销售再创佳绩。创
新对产品结构调整的作用明显。
2017 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实现
新产品销售收入 16.0 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 8.6%；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为22.1%，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
比重创2005年以来的新高。在实现
产品创新的2.65万家大中型工业企
业中，有66.0%的企业推出了对于国
内市场全新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有
28.4%的企业推出了对于国际市场
全新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

高技术产品出口较快增长。高
技术产业是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
2017 年，在国际市场需求回暖、“一
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等诸多因素影
响之下，以计算机通讯为代表的高技
术产品出口贸易额达 6708.2 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11%，扭转了连续两
年下降的趋势。

能源利用进一步合理。技术进步
和创新发展推动了能源的合理利用。
2017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4.9亿
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2.9%，继续保
持低速增长；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
总量的60.4%，比上年下降1.6个百分
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
能 源 消 费 量 占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的
20.8%，比上年上升1.3个百分点。

2017年中国创新指数为196.3——

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作用凸显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从国防科
工局、国家航天局获悉：12 月 12 日
16时45分，嫦娥四号探测器经过约
110 小时奔月飞行，到达月球附近，
成功实施近月制动，顺利完成“太空

刹车”，被月球捕获，进入了近月点约
100公里的环月轨道。

近月制动是月球探测器飞行过
程中一次关键的轨道控制。飞临月
球附近时，探测器通过减速制动，使

其相对速度低于月球逃逸速度，从而
被月球引力捕获。16时39分，在航
天飞行控制中心，科技人员发出指
令，嫦娥四号探测器在距月面129公
里处成功实施7500牛发动机点火，

约5分钟后，发动机正常关机。根据
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嫦娥四号探
测器顺利进入环月轨道。

嫦娥四号探测器准时发射、准
确入轨，原计划在近月制动前实施
的3次轨道中途修正，只于12月9日
进行了1次就达到预期目标。后续，
嫦娥四号探测器将在环月轨道运行
一段时间，调整环月轨道高度和倾
角，开展与中继星的中继链路在轨测
试和导航。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实施近月制动
进入环月轨道飞行

本报北京12月12日讯 记者
顾阳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
发《关于支持优质企业直接融资
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的通知》，就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攻坚战、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
化债券融资服务进行了部署。《通
知》明确，支持信用优良、经营稳健、
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或区域经济发
展具有引领作用的优质企业发行企
业债券，特别是支持符合条件的优
质民营企业融资发展，明确优质企
业主体信用等级达到AAA、主要经
营财务指标处于行业或区域领先地
位、最近 3 年未发生公司信用类债
券或其他债务违约且不存在处于持
续状态的延迟支付本息事实等，为
现阶段重点支持企业。

在发行管理方式上，《通知》提
出，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发行优质
企业债券，实行“一次核准额度、分
期自主发行”，批文有效期延长至两
年，允许发行人灵活自主设置各期

债券具体发行方案，进一步提高资
金使用灵活度，补充营运资金比例
提高至不超过50%，允许优质企业
依法依规面向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企业债券等。

按照要求，优质企业发行企业
债券实行“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
管”模式。其中，“负面清单”明确了
严格的债券资金禁止投向领域，有
效引导债券资金流向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实体经济。

《通知》规范了优质企业信息披
露要求，强调以信息披露和投资者
保护为核心，引导形成市场化约束
机制，加强优质企业信息披露，保护
债券持有人利益。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进一步完善企业债券信用档
案，并对优质企业债券存续期管理实
行“双随机”抽查，加强对优质企业债
券资金投向、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检
查，确保债券资金依法合规使用，科
学有效防范债券市场风险。

本报北京12月12日讯 记者
佘颖报道：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
撰 的《中 国 城 市 营 商 环 境 报 告
2018》12日发布，北京、上海、深圳、
广州、重庆、成都、天津、杭州、南京
和西安分列 2018 年中国城市营商
环境综合排名前十位。

据介绍，报告按照国际可比、对
标世行、中国特色的原则，重点围绕
与市场主体密切相关的开办企业、
办理许可、获得信贷、共享资源、纳
税、合法权益保障、知识产权保护等
方面来制定相关评价体系，选取了
4 个直辖市、27 个省会城市和自治
区首府，以及 5 个计划单列市作为
评价对象。

综合排名之外，《中国城市营商
环境报告 2018》还按照基础设施、
人力资源、金融服务、政务环境、法

制环境、创新环境、社会环境7个分
维度进行评价。分维度评价榜单中，
北京、上海、广州各有6项评价进入
前十，深圳有5项评价进入前十。

报告显示，基础设施评价中，广
州、海口、深圳居前；人力资源评价
中，科教名城南京凭借53所高等院
校、82位两院院士以及位居全国前
列的在校大学生数等为代表的丰富
人力资源，紧随北京、深圳进入前
三；金融服务评价中，上海、北京优势
突出，深圳、天津、重庆、成都、广州表
现优秀；政务环境评价中，广州荣登
榜首，北京紧随其后，天津、上海、西
安分列第3名至第5名；法制环境评
价中，长沙、济南表现突出；创新环境
评价中，深圳排名第一；社会环境评
价中，北京显著领先，城市信用体系
建设已处于全面升级阶段。

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在
近日召开的全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上，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自
2015 年工信部开展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专项行动以来，通过聚焦关键
环节、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注重标准
先行，探索系统解决方案，在促进关
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产业协同创
新，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形成各具特
色的区域智能制造发展路径，带动
社会投资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截
至目前，共遴选出 305 个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项目，覆盖92个行业类别。

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
境和动力已发生深刻变化，正处于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升核心

竞争力的关键时期。辛国斌表示，
在新的形势下，要扎实推进智能制
造创新发展，强化统筹协调，推动智
能制造向纵深发展；要着力补齐短
板，不断增强智能制造支撑能力，积
极培育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尽快深
化细分行业应用推广；要扩大开放
合作，提高国际合作层次和水平。

辛国斌表示，要深刻理解世界产
业变革新态势，清醒认识我国制造业
发展面临的新挑战，牢牢把握新一轮
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要坚持以智能
制造为主攻方向，汇集社会资源，集
合多方力量，加强协同创新，推动全
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
生深刻变化，促进制造业产业模式和
企业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

支持优质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智 能 制 造 试 点 示 范 项 目
已 覆 盖 92 个 行 业 类 别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2018》发布

本报讯 记者马呈忠报道：12
月12日，位于新疆库车坳陷秋里塔格
构造带中段的中秋1井试井成功，获
高产工业气流，预示着秋里塔格中段
将有一个1000亿方级凝析气藏。

据介绍，中秋1井所在的库车
坳陷位于塔里木盆地和南天山造山
带交接部位，是塔里木油田建设
3000 万吨大油气田的主战场。库
车坳陷由北向南划分为“三带三
凹”，分别为克拉苏、依奇克里
克、秋丽塔格构造带和乌什、拜

城、阳霞凹陷。其中克拉苏构造带
历经 20 多年艰难的勘探历程全线
突破，发现了 22 个油气藏，探明
超过1万亿方大气田规模，奠定了
库车坳陷西气东输起源地的资源
基础。

塔里木油田公司勘探事业部副
经理蔡振忠表示，“中秋1井获高工
业气流，是中石油在库车坳陷秋里
塔格构造带上部署的风险探井取得
的突破，为秋里塔格构造带的油气
勘探和整体评价打开突破口”。

塔里木油田发现千亿方级气藏

南水北调东线山东聊城市茌平段与马颊河交汇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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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邢湖水库库容946万立方米。 赵玉国摄

本报北京12月12日讯 记者
董碧娟报道：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12日发布通知明确，《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对废矿物油再生油品
免征消费税的通知》实施期限延长
5 年，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止。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通知下发前，纳税人已经缴
纳的消费税，符合通知免税规定的

予以退还。
据了解，废矿物油是指工业生

产领域机械设备及汽车、船舶等交
通运输设备使用后失去或降低功效
更换下来的废润滑油。我国曾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1日，对以回收的废矿物油为原料
生产的润滑油基础油、汽油、柴油等
工业油料免征消费税。

废矿物油再生油品免征消费税
政 策 实 施 期 限 延 长 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