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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月 17 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我
国 GDP 增速为 6.9%，其中二季度
GDP 增速 6.9%，与一季度持平，经济
增速连续 8个季度保持在 6.7%—6.9%
的区间。此外，工业增速创下 2015 年
以来最好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
速继续跑赢 GDP，民间投资和制造业
投资增速都在回升。

“概括上半年经济运行的特点，可
以有两句话：一是稳的格局更加巩固，
二是好的态势更加明显。”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说。

稳的格局更加巩固，经济继续运行
在合理区间

“稳的格局更加巩固，主要体现在
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邢志宏
说。

经济增速保持平稳。上半年我国经
济保持中高速增长，GDP 同比增长
6.9%，与一季度持平，经济增速连续 8
个季度保持在 6.7%—6.9%的区间。

就业形势持续向好。上半年城镇新
增就业 735 万人，同比多增了 18 万
人，完成了年度目标的 66.8%。城镇调
查失业率总体走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
调查，6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
连续两个月保持在 5%以下。31个大城
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 4 个月低于
5%。二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同
比增加了 364 万人，增长 2.1%。

物价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 1.4%，与一季
度基本持平；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基本稳定，上半年核心 CPI 同比上
涨 2.1%。

国际收支继续改善。上半年货物贸
易的进出口相抵，实现了顺差 1.28 万
亿元。6月份，人民币小幅升值，外汇储
备达到 30568 亿美元，连续 5 个月回
升。

“综合宏观经济四大方面的主要
指标来看，我国上半年的经济运行呈现
了增长平稳、就业向好、物价稳定、国际
收支改善的良好格局，经济增长的稳定
性明显增强。”邢志宏说。

实际上，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之
前，国际机构就纷纷调高了 2017 年中
国经济增速预期。6 月初，世界银行发
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表示，
2017 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维持在
6.5%不变，经济再平衡不断推进将增
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合
组织将中国 2017 年经济增速预期上
调 0.1 个百分点至 6.6%；摩根士丹利
也将今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从此前
的 6.4%上调至 6.6%。

好的态势更加明显，不少重要指标
创下阶段性新高

上半年经济运行 “好的态势更加
明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结构在调整中优化。今年以来，服
务业主导经济增长的特征更加明显，上
半年服务业的增速快于第二产业增速
1.3 个百分点，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达
到了 54.1%，高于第二产业 14 个百分
点。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高技术制造
业和装备制造业上半年同比分别增长
13.1%和 11.5%，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
上工业 6.2 和 4.6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
上工业的比重达到了 12.2%和 32.2%。
在需求方面，居民消费加快转型升级，
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消费结构和
投资结构也在调整优化。

动能在转换中增强。新产业、新业
态和新模式孕育成长，经济发展当中的
新动能不断地壮大。上半年全国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28.6%，增速
快于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8.2 个百
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到 13.8%，同比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了 10.8%，增
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3.9 个百分点。经
济当中的新力量在不断地增强。

质量在转型中提升。在经济保持中
高速增长的同时，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
高。今年的企业效益明显改善，1—5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了 22.7%，增速高于去年同期 16.3 个
百分点。1—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的利润率达到了 6.05%，
同比提高 0.45 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7.3%，
高于去年同期 0.8 个百分点，比同期
GDP 增速快出 0.4 个百分点。财政方
面，虽然企业减税降费的力度比较大，
但由于经济稳中向好，企业效益改善，
税基在继续扩大，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同比增长了 9.8%，增速同比提高
了 2.7 个百分点。

活力在改革中释放。看新市场主
体，上半年，我国日均新登记企业约 1.6
万家，是商事制度改革前的两倍多，有
效地带动了创新创业。看小微企业，二
季度，我国小微工业企业的景气指数达
到 96.5%，比一季度提高了 3.4 个百分
点，创下两年来的最高，反映经济活跃
度与包容性在增强。看实体经济，上半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
增长 6.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
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 0.9 个百分
点，创下 2015 年以来工业运行的最好
成绩，证明振兴实体经济取得了初步成
效。此外，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
都在回升。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
的发展态势更趋明显，为完成全年主要
经济预期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邢
志宏说。

稳中向好的有利格局，得益于改革
释放红利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有利格局，
得益于改革释放红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为新
动能的培育与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过
剩产能有序化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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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去库存效果继续显
现，6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
9.6%，降幅比 3 月末扩大 3.2 个百分
点。企业杠杆率下降，5 月末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6.1%，同比下
降 0.7 个百分点。企业成本继续降低，
1—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
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5.62 元，同比
减少 0.04 元。短板领域得到加强，上半
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水利管理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教育投资

同比分别增长 46.0%、17.5%、14.7%和
17.8%，均明显快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

“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也使
创业创新环境持续优化。新主体和新技
术的发展有效地带动了新产业、新业态
和新模式的成长，也增强了经济发展的
信心。6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
51.7%，比上个月又提高了 0.5 个百分
点，已经连续 11 个月保持在扩张区
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达到了
54.9%，比上个月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
连续 9 个月保持在 54%以上的较高景
气区间。同时 6 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达到了 113.3，也是近年来的较高水
平。

好中不忘难，稳中不忘忧，6 月末
的两个“新低”也引发关注：一是 6 月
M2 增速为 9.4%，创历史新低；另一个
是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为
8.5%，创下今年新低。这两个指标将对
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邢志宏表示，“6 月末 M2 增速有
所回落，主要还是受到金融系统降低内
部杠杆的影响，特别是现在同业理财，
包括表外活动在放缓，但是 6 月末人
民币贷款余额依然增长了 12.9%，这是
一个适度增长。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
中，央行还通过多种货币政策供给工
具，提供了不同期限的流动性，为市场
维护了流动性的基本稳定，为实体经济
提供了重要支持。”

邢志宏说，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
中性，要为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提供
必要的流动性支持，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同时货币
政策要防止实施过松，产生加杠杆效
应，放大资产泡沫，给中国经济带来风
险。“金融体系改革力度很大，将会不
断完善加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建
设，使市场利率稳定下来，保持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

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也与分类指
导、因城施策的调控方针有关，但是回
落的幅度并不大。“总的来看，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速可能会是一种缓中趋稳
的走势，对经济的影响需要随着房地产
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来进行测算。”邢志
宏说。

人民日报

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增强

7 月 16 日，安徽合肥长江中路的三
孝口新华书店，以共享书店的身份正式
亮相。依托书店数十万本图书资源，读者
只需下载“智慧书房”APP，缴纳 99 元
押金，拿起自己想看的书，扫描后面的二
维码，就可以免费把书带回家阅读。

在共享书店发布仪式上，安徽新华
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杰
介绍了书店的历史，“共享书店”创意的
由来和转型历程。

“以前，我们以覆盖全省的零售书
店、教材教辅配送为主业，但如今消费者
阅读模式、消费习惯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科技改变行业的趋势不可逆转。”曹杰
说，2012 年起，皖新传媒开启了改革创
新的新征程，首先改变自己，再尝试颠覆
行业。

很多书想买又舍不得花钱；孩子成
长太快，去年买的书今年就扔到一边；畅
销书读完就束之高阁，也没什么收藏价
值；书店想进一步提供阅读服务，但一本
图书走出书店，也就意味着服务终结，无
法开展更深层次的阅读交流和阅读推广
……基于对用户需求的分析和把握，安
徽新华发行集团经过调研和筹备，全国
首家共享书店应运而生。

“共享”、“简单”、“直达人心”，基
于对用户需求的分析和把握，安徽新华
发行集团经过 5 年的积累，于今年 7 月
16日正式推出“共享书店”。

人民网安徽频道从现场了解到，共
享书店是依托三孝口书店原有图书资
源，实现阅读服务的转型升级，即“由买
书到借书”、“把书店变成自家书房”、
“由个人阅读到共享阅读”。

曹杰介绍，共享书店将通过对传统
书店运营模式的颠覆式变革，帮助读者
消除阅读成本、降低阅读门槛、提高阅读
频次，同时也将书店的所有图书充分利
用和高效运转起来。

而通过阅读大数据资源的积累，
共享书店还将实现人与人之间、书店
与读者之间、出版与发行之间的信息
共享，用最小的成本最大限度推进全
民阅读。

根据店内规则，读者每次可以借 2
本总定价不高于 150 元的图书，免费阅
读的时限是 10 天，只要按期归还，借书
不限次数，且押金可随时退还。

与合肥三孝口新华书店同时转型共
享书店的，还有安庆市劝业场新华书店、
合肥的三家前言后记书店以及 5 家校园
书店。下一步，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将在旗
下书店全面推广共享模式，借助共享经
济的力量，搭建图书共享平台，推动全民
阅读，营造书香社会。

人民网

“共享书店”亮相安徽合肥
“从买到借”颠覆传统

2017 年 7 月 11 日傍晚，安徽黄山风景区现云海和唯美绚丽的晚霞景观。当日，黄山风景区天气晴好，傍晚时分云
海缥缈 ，壮观美丽的晚霞，光彩夺目，好似一幅油画。 水从泽 摄

“凭借一台手机、一本护照，就
可以到全世界任何地方；未来可能护
照不需要、手机不需要，凭刷脸就在
全世界畅通无阻。”2017 天下网商
大会上，马云表示，阿里未来不但要
做“五新”，还要做到“五个全球”，
即全球买、全球卖，全球付、全球运、
全球游。

作为阿里巴巴“五个全球”小目
标的承载者之一，飞猪搭建起全球旅
行者和旅行商家的沟通平台，凭借超
5 亿海量会员、海量商家和大数据支
持，上飞猪“一机一本”游全球已经
不是梦想。

需求侧：满足 5亿会员旅行冲动
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统计数据，

2016 年中国赴海外旅游的人次已经
达到了 1.22 亿，在互联网环境下成
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已成为出境游的
主力人群。

飞猪结合阿里大生态优势，打通
信用、场景、行为习惯等多维度数据，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自由便捷的旅行
体验，成为年轻人度假尤其是境外度
假的首选。数据显示，飞猪平台上，85
后用户已经达到 88%。

以出境旅游第一环 “签证”为

例，飞猪线上签证功能将在信息识
别、在线填表，数据等环节与使领
馆打通，大大简化传统签证繁琐的
递交材料、排队申请、现场确认流
程。

据悉，飞猪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签
证签注平台，年签证签注超 1000 万
本。2016 年通过飞猪平台享受出境
旅行服务人次达 2800 万。

供给侧：数据赋能商家
从买买买到游游游，伴随消费升

级，阿里经济体新风口锁定旅行。
阿里巴巴互联网创新能力同样

吸引着全球旅行业者进驻，飞猪已成
为国内外众多一线航空公司、酒店集
团、海外热门度假目的地的“第二官
网”。

据透露，飞猪平台上境外航司旗
舰店数量已超过 20家，高星酒店集
团 60余家。仅 2017 年上半年，便先
后有阿提哈德航空、芬兰航空、阿联
酋航空、肯尼亚航空、希尔顿酒店集
团等旗舰店进驻，英国、葡萄牙、加拿
大、摩纳哥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纷纷在
飞猪开设国家馆。

借助直营旗舰店，航空公司和酒
店得以共享淘系超 5 亿海量会员资

源，降低渠道铺设成本，扩展与消费
者的直接沟通渠道，无需像传统渠道
与消费者“隔墙对话”。而消费者在
直营旗舰店上不仅可以准确地查询
到航空公司和酒店价格及服务信息，
以安全的支付方式购买到放心票放
心房，甚至常常可以享受到比官网更
低的大促价格。

在目的地方面，飞猪度假 IP 战
略更是深受商家及旅行者欢迎。2016
年双十一期间，飞猪北极光专线将原
本不在国人主流出境目的地范围内
的芬兰打造成爆款度假 IP。双十一活
动期间全网实现 3 亿曝光，5000 个
销售。同年，芬兰首次入选《孤独星
球》和《国家地理》10 大最值得去的
国家。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飞猪总
裁李少华表示，飞猪在做的一方面
是满足和挖掘消费端需求，一方面
是提升供给端的产品有效性，并借
助大数据提高双方的撮合效率。未
来，飞猪将在移动端和目的地上继
续发力，通过强大的技术力量、数据
力量支撑“全球游”，让这个世界变
得更加移动。

中国青年网

马云：飞猪大数据助 5亿旅行者“一机一本”游全球

1937 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
产党领导以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
军、华南游击队为主的抗日军民,与日军
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

在所有取胜因素当中, 抗日根据地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 1945 年抗战结束,共产党领导
人民军队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晋察冀、晋
绥、陕甘宁、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南、
浙东等大大小小数十块抗日根据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郜耿
豪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其中,聂荣臻领导
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第一个抗日
根据地。

郜耿豪指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
要包括华北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正
太、石德路以北,张家口、承德以南广大
地区。它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对坚持华
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了“坚强
堡垒”的作用,对全国战略反攻和进军
东北起了“前进阵地”的作用。根据地军
民在对敌斗争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中,
创造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经验。中共中
央和毛泽东誉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
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1937 年,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
第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南下晋西南,
开始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第一一五师一
部及军政干部共约 3000 人, 在聂荣臻
率领下留驻五台山地区, 着手创建敌后
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率部在五台山地区建立战地
动员委员会和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
的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
队伍,开展游击战争,收复敌占城镇,很
快在平绥、正太、同蒲、平汉路之间形成
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 11 月 7 日, 根据中共中
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以阜平、五台为
中心的晋察冀军区成立, 聂荣臻任司
令员兼政治委员。11 月下旬, 日军调
集 2 万余人分八路对根据地进行围
攻。八路军采取游击战和集中主力歼
敌的作战方针,歼敌 1000 余人,消耗
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粉碎了敌人的围
攻,巩固了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发展到 30 多个县。

1938 年 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
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会议经过民主
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这
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敌后统一战线性
质的抗日民主政权, 它颁布实施的各项
政策法令,稳定了社会秩序,根本改变了
国民党军队败退和政权垮台后出现的混

乱局面,使敌后抗战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到 1938 年底,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共辖 70 余县,拥有居民 1200 万,武装
力量约 10万。中共晋察冀分局、晋察冀
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军区统一领导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各个地区、各方面的
工作。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
引起了日军极大的恐慌。1938 年 11
月—1939 年 4 月, 日军先后对冀中区
进行了多次围攻。根据中央军委命令,
贺龙、关向应率领八路军一二零师主
力,于 12 月下旬开赴冀中,并于次年 4
月在河间县齐会村战斗中取得平原地
区歼灭战的重大胜利。随后,一二零师
和晋察冀军区部队一起, 相继在繁峙、
易县、灵寿、阜平、涞源等地打败日伪军
的进攻和“扫荡”,巩固和发展了冀中、
北岳根据地。

1941 年起,日军在华北采用军事、
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
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 “扫
荡”“蚕食”,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
“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晋察冀
根据地进入艰苦困难的时期。

面对艰难困苦的局面,晋察冀分局
和晋察冀军区建立“三三制”政权,实
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同
时,抗日根据地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
加强地方部队、主力部队和民兵相结
合的方法,采取“敌进我进”“向敌后
之敌后伸展”“把敌人挤出去”等军事
斗争方针,广泛运用地雷战、麻雀战、
地道战、武工队等游击战方式,深入敌
后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经
过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到 1943
年, 北岳区粉碎了日军 4 万余人的大
“扫荡”,冀中区抗日游击根据地重新
建立,冀东区开辟了察北、热南及辽西
的大片新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得到
了恢复和发展。

1945 年 5月,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对
日、伪军发起大规模夏季攻势,先后发
动察南战役、雁北攻势、子牙河战役、大
清河战役、热辽战役,扩大了解放区,将
敌人压缩到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8
月, 晋察冀军区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
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 攻占城市 70
余座,解放了西迄同蒲铁路,东到渤海、
锦州,南临正太路、石德路,北至多伦、
赤峰的广大地区,使晋察冀根据地与晋
绥、晋冀鲁豫、山东根据地和东北解放
区连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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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7 月 16 日，圆明园公布如园遗址考
古重大发现。经过两次考古发掘，已摸
清如园遗址在嘉庆时期的布局和形制，
并出土嘉庆御笔石刻、粉彩地砖等文物。
据介绍，包括如园在内的 5 处遗址将完
成考古发掘。

自 1996 年开始，圆明园先后进行
了三次考古发掘，目前的发掘是从 2013
年开始，至 2020 年结束，为圆明园最大
规模的一次发掘。截至目前，圆明园已
有月地云居、鸿慈永祜、山高水长等 22
处景区完成考古勘探工作，基本探明了
这些遗址的保存状况；桃花洞、养雀笼、
海晏堂、远瀛观、如园等 5 处遗址将完
成考古发掘。

其中位于圆明园长春园东南墙角处
的如园遗址已有多项重大考古发现。如
园于乾隆三十二年仿南京瞻园而建，是
长春园内的一处园中之园，嘉庆时期又
进行过大规模重修。2016 年 10 月至
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市文研所对如园
遗址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如园遗
址是圆明园首座考古发掘的仿江南园
林，没想到保存得这么完整。”市文研所
圆明园课题组组长张中华介绍，如园发
掘面积已有 2000 平方米，虽有文献记
载，但每个建筑的准确位置并不清楚，通
过两次考古发掘，现在基本摸清了如园
遗址在嘉庆时期的布局、形制和工程做
法，挖掘出延清堂、含碧楼等主要建筑的
台基、柱础、墙基和完整的路网、水系，并
出土嘉庆御笔石刻、粉彩地砖、金砖、葫
芦范等上千件文物。

张中华以如园的路网和水系举例
说，园内各建筑之间均有道路相连，道路
由路面和散水组成，路面为方砖铺设，两
侧则是由鹅卵石铺砌的散水。散水的个
别部位还铺成花卉的图案。道路上有过
水沟，以方便雨水流通。整个路网系统
设计科学，理念超前。而为了保证如园
内水系的流动性，特别设计了一条暗渠
与附近的湖泊相连。

此次如园考古还意外发现圆明园长
春园现有南段的园墙位置竟是错的。
“我们在对如园最南侧的含碧楼发掘
时，建筑遗址的一部分正好被现在园墙
压住了。这说明历史上长春园南段的园
墙还应向南边扩展，而不是现在的位置，
长春园的面积也要比现在更大一些。”

张中华说。
据悉，如园第二期考古发掘将在今

年告一段落，个别建筑遗迹今后若干年
内继续进行发掘，下一步重点对如园遗
址进行展示，设置考古预留区，方便游
客观摩考古现场。张中华还透露，将建
立圆明园考古信息系统，未来对紫碧山
房、文渊阁、方壶胜境等遗址进行重点
发掘。

残断石条下面藏有嘉庆御题。整个
遗址的四周被山丘环绕，景色秀丽。北
京青年报记者 7 月 16 日上午探访如园
西侧遗址时，几名考古人员正在一处篮
球场大小的遗址现场进行挖掘，还有人
在清运前期考古遗留的一段泥土路面，
新出土的瓷器碎片被小心地放入塑料
袋中包好，袋子外面写着出土地点和名
称，它们将被送到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

正在此时，有人大喊：“发现了一个
葫芦范。”这个新出土的葫芦范约有手
机大小，为泥土烧制而成。张中华解释
说，葫芦范就是种葫芦的模具，“葫芦在
很小的时候放进范里，等长成的时候把
范砸开，就能得到想要的造型葫芦了。”
据介绍，如园遗址此前出土过一件完整
的葫芦范和少量的葫芦范残片，范内有
纹饰和文字，其中一件残片上刻有“喜”
字。

参与如园考古的张利芳博士说，从
这些出土的葫芦范可以推断出，乾隆皇
帝喜欢把玩葫芦，算是一名文玩爱好者。

据了解，如园遗址位于地下 1 米
处，当年建筑的墙基、柱基、碎石小径经
过 100 多年的掩盖，重见天日。张利芳
说：“从现在的发掘现场能看出，圆明园
被毁后长高了 1 米，主要是后来的人们
填土耕作造成的。”

此外在靠近园墙的含碧楼遗址，散
落着一堆青白石条，其中一块残断的石
条下面刻有“御题”二字，“御题”两字
之后有两方篆书印章，其中一方印章为
“嘉庆御笔之宝”。另一块石条上能看到
“朱华翠”、“盖满池”等文字，推断应是
一首赞美荷花的诗文。张利芳说，以前嘉
庆皇帝的题字并不多见，此次在含碧楼
遗址发现的嘉庆御笔石刻，证明嘉庆皇
帝也喜欢“到此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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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 5处遗址将完成发掘
出土嘉庆御笔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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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出现云海景观 绚丽晚霞美不胜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