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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昨日，记者
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获悉，4月
4日至7日清明小长假期间，西安局集
团公司累计发送旅客172.9万人次，同
比增运 36.8万人次，增长 27%。其中，
高铁、动车组发送 88万人次，同比增
运 40.8万人次，增长 86.2%；普速发送
84.9万人次。

小长假期间，为缓解高峰客流压
力，西安局集团公司共安排加开始发
客车 209列，累计增加运力 23.9万个，
输送18.4万人次。安排热门方向扩编
加挂150辆，相当于增开临客9列。同
时，针对省内客流激增实际，日临时增
开动车组 17列、普速 15列，32列动车
组由单编改为重联。对 7列省内图定
列车实行硬卧代硬座，最大限度满足
客流出行需求。

小长假期间，互联网购票142.3万
张，占售票总张数184.1万张的77.3%。

清明小长假陕西铁路

发送旅客172.9万人次

本报讯（郭军）笔者从省总
工会获悉，全省各级工会充分利
用工会资源，为农民工打造入
会、培训、就业、关爱等一条龙服
务。3年来，全省举行“农民工集
中入会”活动 428场次，新增农民
工会员 117.4万人。截至 2017年
年底，全省农民工会员已达 307.1
万人，农民工入会率达 85.3%。

近年来，全省各级工会组织
技术扶贫服务队，赴贫困地区开

展技能培训。陕西工运学院常
年开设农民工流动培训课堂。
宝鸡、咸阳等市级工会还通过
培训机构为贫困村留守妇女提
供实用技能培训。据统计，各
级工会为各类培训投入 337 万
元，累计培训 6.5万人次，其中农
民工 2.5 万人，经培训后实现就
业 1.8万人。

去年以来，全省各级工会举
办以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就业

招聘会 140场，成功帮助 4.9万农
民工实现稳定就业，帮助有信贷
需求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各级
工会开展送法律送医送药送文
化到项目、到工地、到车间活动，
为户外劳动者建立“工会爱心驿
站”，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心理
咨询，资助困难农民工子女上
学，设立女性农民工医疗帮困基
金，切实让农民工感受到工会的
关怀和温暖。

据新华社电 记者昨日从国
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主要经
济指标向好的拉动，今年前两个
月，全国用电量增速创五年来新
高，达1.06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 6.9

个百分点。
国家发改委当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前两个月，全国第一产
业用电量 144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2.6％；第二产业用电量 699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5％；第三

产业用电量 1727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18.8％；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量 1683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5.2％。第一、二、三产业和城乡
居民生活用电增速同比分别提高
0.6、4.9、11.5和11.7个百分点。

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用电量增速创五年来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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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机遇，陕
西国企到国外投资的势头良好，数
量明显增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走出去”质量效益显著提升。截至
目前，陕西国企已在全球48个国家
和地区开展了境外投资，累计实现
对外投资 43亿美元。截至 2017年
10月底，陕西国企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投资达10.3亿美元。

陕汽：海外卖车超10万辆
3月9日上午，陕汽控股集团与

巴基斯坦KK公司签约CKD项目，
标志着陕汽重卡 SHACMAN品牌
在南亚市场取得突破。

作为中国西部唯一一家重型卡
车生产企业，陕汽控股集团近年来
一直通过新能源汽车发力海外市
场，扩大其重型卡车的“版图”。10
年来，陕汽SHACMAN重卡品牌在
国际市场的保有量已超10万辆。

目前，陕汽本地化生产项目已
覆盖非洲、中东、东南亚、东欧等区
域。未来，陕汽将以“一带一路”和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为契机，不断推进本土化合作
项目发展，由产品输出向技术输出
和资本输出转变。

目前，陕汽在海外设有子公司
3家，海外办事处 37家，海外 4S店
24家，海外服务网点310个，一级经
销商70余家。

陕建：实施“大海外”战略
陕建集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大海外”战略，经营涉及
海外27个国家和地区。

2月 11日，陕建中标中国援斯里兰卡波隆纳鲁沃
国家肾内专科医院项目，成功进入斯里兰卡市场。

3月 10日，陕建集团承建的中国援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道路整修和社区排水项目开工仪式举行。作为
项目总承包单位，陕建集团调集多名援外专家，配备
多台大型施工机械设备，为项目保质保量完成打下坚
实基础。

2017年，陕西华山国际集团全面完成海外各项经
济指标，在非洲市场签约 28.94 亿元，比上年提高
76.68%；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开拓市
场，签约35.74亿元；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建立了经营“根据地”，为扩大交流、开拓
市场创造了良好条件。

陕建七建集团对外市场开拓稳步推进。2017年8
月16日，集团承建的巴基斯坦空军基地FHSK项目迎
来了开工仪式。FHSK项目总造价约14亿元人民币。

2017年 6月，陕建禹萧钢构一举中标哈萨克斯坦
克孜勒奥尔达州日产 2500吨熟料水泥生产线窑尾楼
项目。首批构件于2017年10月运往哈萨克斯坦。

陕鼓：输出绿色产品和服务
近几年，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陕鼓）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输出高效节能的
绿色产品和系统方案，以实际行动推进国际产能合
作。2017年，陕鼓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订单
金额突破10亿元。

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也是陕
鼓重点布局的海外市场。2016年 8月，陕鼓承接了由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总包的哈萨克斯坦某炼
油厂现代化改造项目二期工程。2017年 6月 7日，陕
鼓为该项目提供的绿色节能环保产品AV71大型轴
流压缩机组试车成功，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
求，满足了哈萨克斯坦最大炼油企业的生产安全及
环保要求。

与此同时，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以“丝路起点·
绿色陕西”为主题的 2017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馆陕
西活动周上，陕鼓携LNG绿色节能产品模型亮相，向
世界展示了陕西企业新形象。

目前，陕鼓成立了 12家海外公司和服务机构，其
分布式能源系统解决方案和工业流程领域节能环保
装备产品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 （单梅）

4月的博鳌，潮平海阔，天高
风暖。

随着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
年会拉开帷幕，亚洲乃至世界进
入“博鳌时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
出席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
主旨演讲，2000多位各界嘉宾将
为亚洲和世界的未来贡献智慧。
世界的目光透过博鳌，洞察新时

代的中国，把脉亚洲和全球发展
的未来。

立足亚洲，面向世界。走过
17载风云激荡，博鳌亚洲论坛将
在新起点上奏响共同繁荣发展的
命运交响。

开放创新，中国助力打造世
界增长引擎

4月 8日至 11日，围绕“开放
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这
一主题，来自全球政界、工商界、
学术界等各界代表将碰撞观点，
畅议亚洲乃至全球的未来。

“论坛主题反映出亚洲在拉
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说，去年中
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 50%，成为当之无愧的稳
定器和动力源。

17年一路走来，博鳌亚洲论
坛见证了亚洲经济的一路成长。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亚洲
成为全球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地
区：全球最大的货物与服务贸易
市场，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
地和流入地，异军突起的“新兴经
济体”最为集中的地区。

然而，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
深度调整，亚洲经济似乎又走到
了新的“十字路口”：一些国家出
口下滑、债务规模扩大、货币贬
值、资本外流、经济持续下行。

新形势下，曾经凭借开放与
创新创造多个经济奇迹的亚洲，
怎样找寻新的发展坐标，发掘新
的发展动能，激发新的发展活力？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
指出，亚洲只有通过新一轮更大
规模更深程度的开放，通过新一
轮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
新，才能解决制约亚洲可持续发
展的结构性矛盾。

“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倡
议构建‘开放’和‘创新’的亚洲，
将成为推动亚洲新一轮高水平开
放和高质量创新的重要平台。”中
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副研究员徐秀军说。

2018 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又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开局之年，新起点上将吹
响深化改革再出发的号角。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日前表示，
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将展示中
国改革开放新前景。

“习近平主席将对中国改革
开放伟大成就、重要经验和启
示、世界意义和影响，以及在新
的历史当口中国将如何推动对
外开放再扩大、深化改革再出发
作出最权威的阐示，大家将听到
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重要举
措。”王毅说。

“在当前发达经济体保护主
义抬头的形势下，中国高举开放
大旗，表明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
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
委员会委员王军说。

创新引领未来。“未来的交
通”“未来的生产”“未来的通信”

“新一轮技术革命”……本届年会
众多分议题围绕创新，着眼长远
未来。

“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正孕
育兴起。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都应当在科技创新方面
寻求突破，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世
界实现持续繁荣发展的必由之
路。”王军说。

中国正在推进的高质量发
展，就是要从“重视数量”转向“提
升质量”，从“规模扩张”转向“结
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
新驱动”。

“开放创新既是亚洲与世界
能否成功应对结构性改革挑战
的关键，也是中国下一步搞好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键。”周文
重说，鉴于中国占亚洲经济总量
比重超过一半、占世界经济总量
比重约 15%，中国的开放创新必
然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重要推
动作用。

共同发展，中国描绘更加美
好未来图景

回首上世纪 90年代，博鳌还
是只有1.5万名居民的渔业小镇，
连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

如今的博鳌，日均接待游客
1.58 万人次，拥有会议场地逾 1
万平方米、星级酒店 10 余家，机
场年度旅客吞吐量突破 30 万人
次，已有 9 家航空公司开通了 10
余条航线。

今日的博鳌小镇，更是亚洲
乃至世界各国人民发展命运相连
的一个缩影。

作为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的主
要对话平台之一，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的主题密切关注亚洲发展的
新形势、新问题，并蕴含期许。

（下转二版）

——写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召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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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4月7日，少女们身着汉服参加成人礼。当日，西
安多名汉服爱好者齐聚汉城湖举行汉式女子成人
礼。仪式上50余名少女依照古时习俗，挽发髻、插发
簪、祭轩辕，以这种方式开启人生新旅程。 刘潇 摄

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8日电
（记者 吴茂辉）博鳌亚洲论坛 8
日发布的《新兴经济体发展 2018
年度报告》显示，得益于在投资准
入、便利化等方面推出的多项政
策，2018年 E11整体营商环境水
平有所提升。其中，从 E11内部
看，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第六位。

报告称，2017年以来，E11在
投资准入方面共推出 19项政策，
多数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促进
作用。其中，中国修改了 11个自
由贸易区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取消一些行业的投资限制，并发
布《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
的通知》，从进一步减少外资准
入限制、制定财税支持政策、完

善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投资环境、
便利人才出入境、优化营商环境
等五个方面提出促进外资增长
的政策措施。

除中国外，其他国家也出台
相关措施。阿根廷通过一项吸
引外资的公私合营（PPP）法；巴
西取消了国家石油公司作为盐
层下油田唯一运营商并至少持
有 30％股权的要求；印度撤销了
外商投资促进委员会并颁布处
理外商直接投资提案的标准审
批程序，中央银行还修改规定，
进一步放开境外风险投资者的
投资制度，鼓励外商投资新建公
司；韩国和俄罗斯在多个部门推
出了私有化措施。

在投资待遇方面，中国、阿
根廷、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四国
出台了 7 项投资待遇方面的政
策，例如印度尼西亚将在印度尼
西亚市场销售的国产 4G智能手
机的最低本地含量要求从 20％
提高到 30％。

在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方面，
中国、印度、韩国、墨西哥和土耳
其等五国出台了 9项政策，例如
韩国增加了从事高科技业务的
外商直接投资（FDI）公司的税收
优惠，土耳其在一定条件下向外
国投资者开放土耳其公民身份，
中国简化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手
续，墨西哥建立了三个新的经济
特区。

博鳌报告：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水平位列E11中游

4月 5日，是中华民族
传统节日——清明。戊戌
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
于当日上午 9时 50分在桥
山祭祀广场隆重举行。海
内外万余名中华儿女汇集
于此，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深切缅怀轩辕黄
帝的伟大功德，敬献虔诚。

“吾祖赫赫，伟业煌煌
……”在公祭大典上，恭读
的祭文让10余名参加公祭
的我省一线职工代表感慨
万千。他们表示，新时代
要更好传承创造精神、重
塑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时代楷模、三秦工匠、
航天四院7416厂固体燃料
药面整形组组长徐立平已
连续两年参加公祭活动，
这次他有幸成为敬献花篮
的代表之一。

“参加公祭，除了荣光
之外还多了一份敬仰之
情，这来自黄帝的创造精
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
扬。”徐立平激动地说。

史载，黄帝时期的发
明创造主要有房屋、水井、
衣裳、熟食、市场、舟船、车、指南
车、养蚕抽丝、纺纱织布……

对于黄帝时期的创造精神，
全国劳模、航空工业西飞国航厂
铆装钳工薛莹感触颇深：“发明指
南车、研发医药等，无一不是通过
劳动实现的。我要把这种劳动精
神分享给工友，激发年轻人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

三秦工匠、中国兵器集
团关键技能带头人、西北工
业集团钳工张新停表示：

“所有劳动者尤其是年轻
人，要更好理解黄帝所代表
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
才能适应中国制造向中国
创造转变的时代需求。”

全国劳模、西安西电
开关电气公司机加车间数
控车床操作工高喜喜由黄
帝时期的发明创造想到产
业工人的时代使命：“产业
工人虽然没有大发明、大
创造，但可以从企业降本
增效的小处着手，为中国
制造2025贡献力量。”

“年轻人应多去像黄
帝陵这样传承中华文明的
地方，感受民族的自豪
感。”全国劳模、航天六院
25车间机加二组组长杨峰
说，“时下，少数年轻人有

“外国月亮更圆”的偏见，
他们应看看《厉害了，我的
国》等彰显中国力量的纪
录片，就能增强民族自豪
感、认同感。”

“溯源、寻根、凝心、铸
魂”是公祭活动的主旨，徐
立平等职工代表在领悟了

创造精神的博大后，希望全省830
余万产业工人能够懂得慎终追远
的深刻内涵、重树文化自信的坚
定信心、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人生哲学……为奋力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产业工人
应有的贡献。
本报记者 薛生贵 实习生 殷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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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为31428亿美元
■我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提前达标
■陕西再出“重拳”打击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我省开展特定成人乙肝疫苗免费接种活动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陕西307万农民工加入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