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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炜伟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季
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6 .4% ，积极因素逐渐
增多，在压力挑战下实现首季经济平稳开
局。“虽然一季度经济规模占比不大，但其
走势是全年经济走势的风向标，一季度经济
平稳开局为全年走势打下了向好的基础。”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袁达 18 日表示。

数据发布前，有分析预测我国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为 6 .2% 或 6 .3% 。可以说，
6 . 4% 的增速好于市场预期。路透社在数据
发布后评论说，一季度中国工业生产大幅回
升，消费需求呈现改善迹象，中国经济“超
预期地稳定”。美联社评论说，中国经济一
季度保持稳健，回稳的经济增长和进口需求
将有助于提振正在弱化的全球经济活动。

从具体指标来看，一季度，工业增加
值、消费和投资增速均比前两月有所加快，

特别是 3 月份一些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回
升。此外， 3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回
落到 5 . 2% ，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324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近三成；一季度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6 .8% ，
跑赢 GDP 增速。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开局平稳，积
极因素不断增加。”袁达说，我们完全有信
心、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年度经济社会发展
预期目标。

近年来，中国经济波动更小、韧性更强。
今年一季度 6 . 4% 的同比增速，与去年四季
度持平。有外界质疑，其他国家的 GDP 多有
起伏，为何中国经济增速波动不大？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分析，从
总量上看， 2018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 90
万亿元人民币。总量越来越大，不仅意味着
经济增速可能会有所放缓，也意味着经济增
长会更加稳定，不容易出现大起大落；从结
构上看，服务业和消费这两个主导力量的波

动性较小，也会带动 GDP 增长更加平
稳；从政策上看，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
不断创新宏观调控，较好地应对了经济下
行压力，确保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表现得比较平
稳，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客观规律
的体现，符合国际规律，也反映了我们政
策调控的效果，而不是统计数据刻意熨平
经济波动的结果。”毛盛勇说。

事实上，两个季度同是 6 . 4% 的增
速，背后是中国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一方面，经济发展活力提升，动力更
足。产业方面，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整体增速，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
较快发展。需求方面，消费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超过六成，交通通讯、文化旅游等服
务消费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结构继续朝着
优化、调整、升级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市场预期明显改善，信心增

强。从企业信心看，3 月份制造业 PMI 时
隔 3 个月后再度回到扩张区间。从消费者
信心看，一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比去年四
季度提高 3 . 2 点。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发布最新报告，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
期上调 0 . 1 个百分点，中国也成为全球唯
一被上调今年增长预期的经济体。

但与此同时，对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
挑战仍不可低估。

“从外部来看，不确定性还比较多，
世界经济增长包括国际贸易的增长在放
缓；从内部来讲，结构性矛盾还比较多，
这个 6 .4% 和上年同期、上年全年比还是
在回落的，说明经济运行面临压力，特别
是实体经济还面临着成本上升、盈利能力
下降等一些矛盾和困难。”毛盛勇说，下
一阶段要把各项重大政策举措更好地落实
到位，确保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不
断迈向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要求，现将桂林市临桂区市容管理
局拟建设的桂林市临桂新区万福中路

（宏谋大道—人民南路）予以公示，公
开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该项目位于临桂城区中心区内；道
路长度约为 670 . 321 米，红线宽度为
26 米，其他详细情况请到桂林市临桂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咨询。申请人和规
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如果对该规划有
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将具体意见（署真
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于公示期内送
达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
系电话：0773-5590766）。

公示期限：自公示刊登日起，至
顺延满 30 日止。

公示网站： www.lingui.gov.cn
（详见公告公示栏）

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 年 4 月 10 日

公 示

□新华社记者潘莹 高晗

70 年前，新疆迎来和平解放， 160 余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百业待举。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进驻天山北
麓玛纳斯河畔，在人迹罕至的戈壁荒原，仗
剑扶犁，屯垦戍边。

经过三代军垦人近 70 年的艰苦奋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从无到
有，创造了戈壁建新城、荒原变绿洲的人间
奇迹，赢得“戈壁明珠”美誉。

胡友才：“故事大王爷爷”的故事

“爷爷奶奶有胆子，一起来到石河子，
到了地方没房子，挖个土坑地窝子，睡觉铺
的草帘子，开荒造田拉犁子，艰苦奋斗过日
子，建设美好家园子。”打快板的老人名叫
胡友才，祖籍山东，今年 82 岁，老人 1952
年支边来到石河子，加入“戈壁滩上盖花
园”的大生产运动。

在“军垦第一连” 152 团 10 连原驻
地，保留着当年的干打垒伙房、蓄水涝坝和
地窝子群，是新疆红色旅游景点之一。

住着地窝子，凭人力犁地，第一代军垦
人纺出了新疆第一缕纱，织出了新疆第一匹

布，榨出了新疆第一块方块糖，建成了这座
“共和国军垦第一城”。

为向更多人宣传老军垦人的奋斗、奉献
精神，胡友才常年奔波在“军垦第一连”以
及石河子市区各学校、街道、社区，孩子们
亲切称呼他“故事大王爷爷”。

“第一犁”：开垦奇迹 播种精神

在石河子市中心军垦文化广场上，“军
垦第一犁”雕塑向人们诉说着当年军垦战士
人力拉犁开荒的艰辛，表现“热爱祖国、无
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
神。

在市政府门前宽阔的北三路街道两旁，
记者见到，园林工人忙着将根部捆扎的新
树，移入新挖好的树坑。

建城之初，第一代军垦人就确定了“先
栽树、后铺路，以树定路、以树定规划”的
建设思路，延续至今。

目前，石河子市绿地面积达 2580 公
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2％ ，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10 . 08 平方米，成为“春有花、

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的四季绿洲。
石河子园林处绿化队 74 岁退休职工

王课德种了一辈子树。上世纪 50 年代，
他和战友们自带干粮、咸菜，每天天不亮
去种树，天黑了回家。就这样，他们用一
个个坎土曼敲出了一排排树坑，种下了片
片树林。

“ 80 后”西部志愿者郭宗越、邓惠
芳夫妇， 10 年前来到石河子，喜欢上了
这座绿意盎然的城市。深受兵团人能吃
苦、讲奉献的精神感染，双双留了下来。
而今，他们成为这个城市新植树大军的一
员，每年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为扩展
城市“绿量”贡献力量。

创业不止：“明珠”更璀璨

90 岁的陆振欧老人，至今仍时常到
新疆军垦博物馆“转一转”。这是国内唯
一一家以兵团军垦历史为内容的博物馆。

曾任八师副政委的陆振欧，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着手军垦博物馆的筹建。他
说：“作为军垦人，有责任有义务把这段

光荣的历史传给下一代。”
新疆智行合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孙后醒是第三代军垦人，曾在内地读大
学、工作，他眷恋这片土地，看好石河子
宜居环境和发展前景，最后回到石河子创
业。

他说，小时候去新疆军垦博物馆参
观，看到了姥爷的名字，特别自豪。他对
在这片土地上创业充满信心。

“创业改变未来”。记者走进石河子
高新区科技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见到一
大批和孙后醒一样的年轻创业者，他们朝
气蓬勃，从事着跨境电子商务、新疆特色
农产品销售、手机 App 软件开发、文化
创意产业、商旅平台、购物平台等行业。
他们表示， 2018 年 11 月，国务院正式
同意石河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在这里创业正逢其时。

八师石河子市党委书记、八师政委
董沂峰说，作为北疆兵团城镇带的中
心，石河子市将加速推进区域性中心城
市建设，着力打造“科技教育中心、医
疗服务中心、军垦文化中心、交通枢纽
中心、商贸物流中心、现代金融中心” 6
大中心，让“共和国军垦第一城”焕发
新的荣光。

（新华社乌鲁木齐 4 月 18 日电）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张泉）
国家医保局 17 日发布《 2019 年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目录调整旨在优
化药品结构，提升医保药品保障水平，缓解
参保人员用药难用药贵问题。新版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常规目录将于今年 7 月发布，谈
判准入目录于 9-10 月发布。

按照方案，调入的西药和中成药应当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含）以前经国家药监
局注册上市的药品。优先考虑国家基本药
物、癌症及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慢

性病用药、儿童用药、急救抢救用药等。
据介绍，根据医保制度保障功能定位及

医保用药的基本原则，一些药品不能纳入目
录范围，比如主要起滋补作用的药品，含国
家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的药品，预防性的疫
苗和避孕药品等公共卫生用药，用于减肥、美
容、戒烟等的药品等，均不纳入目录调整的范
围内。对于非处方药品（OTC），国际上普遍
不予报销，此次调整原则上不再新增。

方案提出，根据药品治疗领域、药理作
用、功能主治等进行分类，组织专家按类别

评审。对同类药品按照药物经济学原则进
行比较，优先选择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临床
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品种。

在满足有效性、安全性等前提下，价
格（费用）与药品目录内现有品种相当或
较低的，可以通过常规方式纳入目录；价
格较高或对医保基金影响较大的专利独家
药品应当通过谈判方式准入（独家药品的
认定时间以遴选投票日的前一天为准）。

中药饮片采用准入法管理，国家层面
调整的对象仅限按国家药品标准炮制的中

药饮片。
药品目录内原有的药品，如已被国家

药品监管部门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
应予调出；经专家评审认为存在其他不符
合医保用药要求和条件的，按程序调出。

据悉，本次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局成
立之后对医保药品目录进行的首次全面调
整，现行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是 2017 年
版，包括 2017 年、 2018 年两次医保准
入谈判的药品在内，西药和中成药共计
2588 种。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胡喆）国家航天局 18 日
在北京交接了嫦娥四号国际载荷科学数据，并发布嫦娥六号及
小行星探测任务合作机遇公告，向国内院校、民营企业和国外
科研机构进行征集。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向瑞典交接了中性原子探测仪数
据、向德国交接了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数据、向荷兰交接了
低频射电频谱仪数据。

张克俭表示， 15 年来，我国探月工程圆满实现“五战五
捷”。今年初嫦娥四号任务成功着陆月球背面，实现人类首次
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在嫦娥四号研制中，我国开放载
荷资源、提供搭载平台，征集了来自沙特、德国、荷兰、瑞典
等国的科学载荷，共同完成国际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任
务,获取的科学数据有效加深了人类对月球环境、宇宙空间、
太阳活动等方面的认识和了解。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刘继忠介绍，嫦娥六
号任务轨道器和着陆器将分别提供 10 千克质量用于搭载载
荷。小行星探测任务征集 66 .3 千克 8 种科学载荷，包括中视
场彩色相机、热辐射光谱仪、可见红外成像光谱仪、多光谱相
机、探测雷达、磁强计、带电粒子与中性粒子分析仪、尘埃分
析仪，同时小行星探测任务还预留了 200 千克运载能力用于
搭载。

据悉，这是 2004 年实施探月工程以来，我国首次举行的
多探测任务联合发布活动，这既是中国月球探测活动重大成果
的见证，也是推动深空探测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

张克俭表示，以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为标志，探月工程
四期和深空探测工程将拉开序幕。中国将在嫦娥六号任务和小
行星探测任务中提供搭载平台和载荷资源的机会，欢迎更多国
家参与中国的月球与深空探测工程，加强月球与深空探测领域
基础科学研究的国际交流，让航天探索和航天科技成果为创造
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力量。

新华社天津 4 月 18 日电（记者王晖）记者从天津市网信
办获悉，近日，天津市网信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就视觉中国网站传播违法有害信息的行为做出行政处罚。

经查，视觉中国网站（域名： vcg.com ）在其发布的多
张图片中刊发敏感有害信息标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

天津市网信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六十
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网站运营主体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
术有限公司作出从重罚款的处罚。

天津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网信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加
大执法力度，依法查处网上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全面调整

抗癌药慢性病用药等将优先调入

国家航天局交接嫦娥四号

国际载荷科学数据

发布嫦娥六号及小行星

探测任务合作机遇公告

天津网信办

依法对视觉中国网站

做出行政处罚

▲这是 4
月 17 日拍摄
的法国巴黎圣
母院。

法国负责
调查巴黎圣母
院大火的检察
官雷米·海茨
17 日说，目
前火灾原因主
要指向“事故
因素”。初步
调查显示，倒
塌的塔尖下方
可能是最初的
起火点。

新华社/路透

初步调查显示巴黎圣母院

起火点可能位于塔尖下方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石河子：高唱创业歌 焕发新荣光

6.4% 的首季经济增速如何看？
■财经聚焦

▲ 4 月 18 日，参观者(前)在展会现场体验一款智能跟随行李箱。

当日，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来自国内外的科技企
业在科技创新、专业技术、创新生态以及交易服务等展区内集中展示创新性科研项目、节能环保和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新华社记者方喆 摄

▲ 4 月 18 日，在福建泉州石狮市，朝鲜客商在展位推销
朝鲜特产。当日，第五届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
览会在福建泉州石狮市开幕，48 个“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 340 家企业参展。据统计，2018 年，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
市福建省泉州市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达 911
亿元。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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