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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瞩目的中国经济“三季报”19日新鲜出炉：第三季
度GDP同比增长6.8％，经济结构优化，质量效益提升。中
国经济用亮丽的“三季报”，进一步夯实了全年稳中向好的
格局，更为决胜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面对良好发展态势，更需稳不忘忧、
好中知难。

从我国发展阶段看，发展质量和效
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
平有待提高。从近期经济数据看，前三
季度民间投资增速仍然不高，显示民间
投资意愿和经济内生动力不足。

“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内经济
仍处在结构调整的过关期，持续向好基
础尚需进一步巩固。”邢志宏说，下阶段
要狠抓政策落实改革落地，促进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
由于年内经济稳中向好、物价运行整体

平稳，预计年内货币政策仍将维持稳健
中性的操作基调。未来财政支出应有保
有压，在加大力度补短板、惠民生的同
时，压缩非重点支出，继续加大对环保和
科研等方面的投入。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战略研
究部副主任汪红驹认为，经济稳中向好，

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要放在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上，通过改革提高长期潜在产
出。要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化解
经济潜在风险，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潜力。

何立峰说，下一步将着力完善宏观
调控，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坚
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确保经济平
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确保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得到深化，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巩固持续向好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从三季度数据来看，我国经济优化
结构、转换动力初见成效。

首先，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主导作用

加强，前三季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58.8％，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

分点。
从需求结构看，消费贡献更加突出，

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
贡献率为64.5％，比上年同期提高2.8个
百分点。

从投资结构看，前三季度文化、教
育、卫生、体育等民生领域的投资增长均
在20％以上，补短板、调结构、强弱项的
特点更加明显。

从区域结构看，中西部地区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快于全国，东北地区出现了
企稳态势，区域协同发展效应进一步增
强。

其次，经济动能转换加快——
一方面，新产业、新产品快速成长。

前三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1.3％，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6个百分
点。民用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
车等新产品增速显著。

另一方面，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蓬勃

发展。前三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同比增长29.1％，继续保持强劲增势。
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广泛渗
透，新服务不断涌现。

再次，发展质量效益提升——
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同比增长

7.5％，继续“跑赢”GDP增速，并比上年
同期加快1.2个百分点；前8个月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6％；
前三季度全国一般预算收入增长9.7％，
比上年同期加快3.8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说，中
国经济稳的格局在巩固，进的走向在延
续，好的态势更明显，增长的包容性和获
得感增强。

稳中向好态势持续发展

6.8％！这是中国经济连续第9个季
度保持在6.7％至6.9％的区间，“稳”成
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字。三季度经济
数据中，宏观指标展现出更强的韧性。

除了经济增速稳，就业成为突出亮
点。统计显示，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
就业1097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0万

人；9月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4.83％，创下2012年以来新低。

同时，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
温和上涨1.5％，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0.5个百分点。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同比涨幅达到2.1％，显示在温和通
胀下，需求端保持稳健。

此外，国际收支明显改善。今年以
来我国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人民币
汇率基本稳定，外汇储备连续8个月回
升。

“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持
续发展，支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
向中高端水平的有利条件不断积累增

多，为更好地实现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
标奠定了扎实基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邢志宏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
局局长宁吉喆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实现
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没有问题。

中国经济之“稳”也为全球经济注入
信心。近期，多个国际机构上调中国经
济增长预期，看好中国发展前景。其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今明两
年增速预期0.1个百分点，这已是该组织
今年第四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中国经济韧性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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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飞批产后交付首架ARJ21

ARJ21-700新支线喷气客机在跑道上滑行。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据新华社东京 10 月 19 日电
（记者 华义）日本京都府立大学一
项新研究发现，长期昼夜颠倒会导
致实验鼠死亡率增高，颠倒情况越
严重，死亡率越高。

据日本《朝日新闻》网站报道，
人和动物体内生物钟紊乱会增加
患各种疾病的风险。京都府立大
学一个研究小组通过改变实验鼠
生活环境明暗交替的时间，连续1
年 9 个月观察两组实验鼠的变
化。其中一组实验鼠的光照时间
段每7天往后推8小时，被称为“缓

慢推移组”，另一组实验鼠的光照
时间每4天往前推8小时，被称为

“剧烈推移组”。
研究发现，“缓慢推移组”实验

鼠生物钟紊乱情况比较轻微，而“剧
烈推移组”实验鼠则难以适应变化，
作息不规律，出现昼夜混乱。这期
间“缓慢推移组”14只实验鼠中死
亡1只；而“剧烈推移组”34只实验
鼠中死亡9只。三分之二的死亡实
验鼠出现白细胞增加等炎症反应。
这表明严重改变体内生物钟更易导
致死亡。

长期“昼夜颠倒”或增加死亡率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9 日电
（记者 陈芳 刘宏宇）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部数据显示，
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6.2%，
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016年，全社会R&D支出达
到 15440 亿元，占 GDP 比重为

2.1%，其中企业占比78%；全国技
术合同交易额11407亿元，首次突
破万亿元大关。

在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速的背
后，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逐渐建立。

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6.2%
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据新华社上海 10 月 19 日电
（记者 贾远琨）记者从中国商飞公
司了解到，10月19日，中国商飞公
司在山东东营向成都航空公司交付
第三架ARJ21－700新支线喷气
客机，这是中国商飞公司总装制造
中心正式批产后交付的首架飞机。

2017年7月9日，中国民航局
向中国商飞公司颁发了ARJ21－
700 飞机生产许可证，标志着
ARJ21－700飞机正式进入批量生
产阶段。

记者了解到，此前，中国商飞公
司 已 向 成 都 航 空 公 司 交 付 了

ARJ21－700 飞机的 105 架机和
106架机，此次交付的为107架机，是
交付给成都航空公司的第三架
ARJ21－700飞机，也是中国商飞公
司实现批量生产后交付的首架飞机。

目前，ARJ21－700的多架飞
机同时进行总装调试，其中108架
机已经基本完成整机喷漆以及相关
功能试验，109架至114架六架飞
机均处于总装装配、功能试验阶段。

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后，飞机的
生产进度加快，根据计划，中国商飞
公司计划今年向客户交付5架以上
ARJ21－700飞机。

九龙坡区巴福镇的路灯有了“身份证”
日前，家住九龙坡区巴福镇的刘女士

夜班回家路过福旺街时，发现一盏路灯不
亮了，路段十分昏暗。细心热心的刘女士
发现该路灯灯杆上印有编号和报修电话，
便按照上面的号码拨打了电话。

第二天晚上，刘女士下班回家经过该
路段时，发现路灯亮了。“没有想到打了个报
修电话，这么快就修好了。”刘女士很感慨。

“这是我们将路灯实行‘身份证’管理

的结果。”据巴福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该镇对辖区道路照明设施实行了编
号管理，对西和路、福旺街、福兴路、交大
支路、丝语路等主次干道128余盏路灯及
75盏便民路灯进行了统一编号，并在便
民路灯编号牌上印上了醒目的报修电
话。同时，将路灯维修统一外包专业公司
维护，还进一步修改完善了路灯管理台
账、路灯巡查制度等规范性文件，明确要

求市政大队必须在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
员对不亮的路灯进行维护维修，确保路灯
亮率达100%。

路灯有了“身份证”后，既能方便市民
及时、准确地反映路灯设施故障和路灯具
体地理位置，又能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
平。“其根本目的是更好地保障居民夜间
出行的安全和方便。”该负责人表示，凡由
巡查人员发现和市民电话报修的不亮路
灯，均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及时维修。

张锋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巫溪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陈丽
机构编码：000002500238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巫溪县城厢镇宁河街63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巫溪县柏杨街道学府路1号金地汇B区第二层2-4号
成立日期：1996年9月19日
邮政编码：405899
联系电话：023-51522313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

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7年9月27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重庆原乡天颐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91500230MA5U4KD10Q）经股东会决议终止营
业，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由杨长江、向
智勇、张轩豪、曾维勇、金镪组成，请有关债权人于公
告之日起45天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
债权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13637722683
联系人：曾先生
地址：重庆市丰都县新县城平都大道西段88号

重庆原乡天颐置业公司清算组
2017年10月20日

清算公告

厉害了 中国桥
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之蓝图篇

1958年，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有限
公司（简称“二航局二公司”）的前身——
湖北省交通厅航务工程局第二工程处在
武汉诞生，1964年入渝扎根至今。

回眸二航局二公司走过的近60年
光辉历程，风雨兼程而又灿烂辉煌。在
近一个甲子的峥嵘岁月里，尤其是自
1991年承建湖北黄石长江大桥以来，二
航局二公司仅用短短26年时间，就走出
了一条从追赶先进到领跑世界的精彩
嬗变，助力二航局成长为中国建桥最强
悍的“梦之队”。

面对新机遇，他们未来的发展蓝图
又如何？

践行“工匠精神”永铸丰碑

今年7月7日，随着港珠澳大桥主
体工程海底隧道的全线贯通，中国再
一次向世界昭示，“中国桥”品牌已成
为与“中国高铁”一样响亮的国家新名
片。

是谁打造了让中华民族引以为傲
的“中国桥”品牌？毫无疑问，是数以万
计的桥梁建设者们奉献了他们的青春、
智慧和汗水。这其中，当然包括二航局
二公司的工程师和建设者们。在建设
这一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的2800多
个日夜里，他们凭借强大的技术和管理
实力，克服千难万险，攻克多项世界难
题，披星戴月地铸就了这一载入人类发
展史的桥梁丰碑工程。

二航局二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向剑
表示，他们将以此为全新的起点，将“工匠
精神”践行到底，不断提高企业实力和国
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始终坚持
占领桥梁市场高端领域，在“迈向世界、永
铸精品工程”的征途上稳健前行。

助力“桥梁强国”目标实现

自上世纪90年代踏入桥梁施工领域
以来，二航局二公司不仅让岁月见证了二
航局桥梁建设的辉煌历程，更绽放出了

“中国桥”品牌“二航造”的绚丽之花。
26年来，二航局二公司始终紧盯国

际先进企业发展水平，超前掌握前沿技

术，引领世界建桥行业发展。如今，已成
功建成世界第一拱桥——重庆朝天门公
轨两用的特大型拱桥、世界上首座主跨

径超千米斜拉桥——江苏苏通长江公路
大桥、世界首座千米级多塔悬索桥——
江苏泰州长江公路大桥等多个世界级桥
梁，一度摘取了世界桥梁界最高荣誉
——乔治·理查德森奖、美国尤金·菲戈
金奖，亦多次荣获中国工程建设领域最
高奖鲁班奖、詹天佑奖及国家优质工程
奖、中国市政工程金杯奖、重庆巴渝杯优
质工程奖等。

“科技创新永远是企业跨越发展的
最大源泉。”二航局二公司总经理杨绍
斌介绍，公司未来将继续以“科技制胜、
品质见长、管理护航”为理念，在二航局
打造“中国建桥梦之队”的征程中再立
新功，全面助力中国由“桥梁大国”迈向

“桥梁强国”。

誓让“建桥旗帜”屹立不倒

在世界桥梁业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桥梁建设看
欧美，90年代看日本，21世纪看中国。

向剑表示，未来，二航局二公司将
全面紧抓深化改革、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攻坚期，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在中
国交建及二航局的正确带领下，巩固优
化“以特大桥为品牌，投资、铁路、公路、
海外项目协调发展”的经营战略，坚持
突出以特大型桥梁为品牌支撑，掌控特
大桥领域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领先技
术，兼顾传统水工、公路、铁路、海外协
调发展，大力开拓沉管及过江（过海）隧
道、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等新兴市场，誓
让“建桥旗帜”永远飘扬。

多元发展树丰碑，全新起航展蓝
图。勇攀高峰的二航局二公司将以“推
动国家桥梁建设发展，赶超世界桥梁领
先水平”为企业神圣使命，紧紧抓住科
技创新这个核心，为实现中国桥梁强国
之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创新托起中国“桥梁强国”之梦

吴伦 图片由二航局二公司提供

刷新4项世界纪录的苏通长江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