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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2月15日电 法国总
统府 15日发布新闻公报说，总统奥朗
德要求采取“特别措施”保证法国大
选安全举行。他强调既要防恐怖袭
击，也要防网络攻击。奥朗德要求相
关部门在下周国家安全和防卫会议

上提交具体措施。
近日，法国警方接连挫败几起恐

怖袭击企图。法国警方 10 日在南部
城市蒙彼利埃抓捕 4 名恐袭嫌犯，14
日在北部里尔逮捕一名企图在当地
发动恐袭的 18岁大学生。

奥朗德要求采取“特别措施”
保证法国大选安全举行

新华社华盛顿2月15日电 美国
总统特朗普 15 日称，只要以色列和
巴勒斯坦双方愿意，他对以“一国
方案”还是“两国方案”实现以巴和
平均表示支持。这一表态放弃了
此 前 多 届 美 国 政 府 支 持“ 两 国 方

案”的立场。
特朗普说，美国将“非常努力地”

促成以巴达成和平协议，但以巴双方
必须直接进行谈判，且均作出让步。
为此，他敦促内塔尼亚胡在建设定居
点问题上“缓一缓”。

特朗普称
实现以巴和平不限于“两国方案”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记者16日
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截至2月15日，
铁路春运累计发送旅客达3.02亿人次，

同比增加2776.2万人次，增长10.1%。
16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900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 669列。

全国铁路春运
累计发送旅客突破3亿人次

新华社成都 2月 16日电（袁秋
岳 陈健）记者从四川省委组织部了解
到，到 1月底，四川已在全省行政村建
立“农民夜校”4.5 万余所，对所有行
政村实现了“全覆盖”。空闲时间到
夜校学文化、学政策、学技术、学法律
已成为四川农民新风尚。

据介绍，“农民夜校”结合当前农
村改革发展特别是脱贫攻坚需要，开
设了时事政策、法律法规、技术技能、
文明新风、文化科普五大板块课程，
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差异化”授
课。比如贫困地区侧重于讲脱贫办
法、就业技能，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
讲如何发展乡村旅游，种植养殖业基
础好的地方讲实用技术。

在师资配备上，“农民夜校”主要

从领导干部、技术专家、致富能人中
择优聘请专兼职教师，确保每所夜校
至少有 6 名相对固定、素质较高的教
师。原则上，夜校每月开展课堂教学
和现场教学不少于 2次。

夜校场地以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为主，整合村级学校、“一村一幼”
教学点、民俗文化院坝、农家书屋
等，充分利用现有的党员远程教育
设施。

记者了解到，“农民夜校”不是
“照本宣科”理论式讲课，而是讲农民
能听懂的大白话，举农民身边的例
子。在有条件的地方，农民还可以

“点课”，开课前夜校先了解村民意
见，再根据村民需求去邀请相关老师
来上课。

我省建立“农民夜校”4.5万余所

万事开头难。在首月经济平稳开局的情况下，中
国经济未来走势备受关注。

“结合近期发布的数据来看，我国内外需均有所
改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进一步显现，经济有望
延续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势头。”中国民生银行首席
研究员温彬说，但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存
在，企稳向好的基础仍需进一步巩固。

以外贸为例，“开门红”的背后，外贸形势依然严
峻。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指出，从历史数据来看，受
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1月单月进出口数据并不能代
表全年走势。今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
定因素明显增多，困难不是短期的。

从首月到首季，从首季到半年、全年，中国经济仍
需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中国经济稳中求进，仍有许
多工作要做。

“增长新动能是否真正形成，是否在经济增长中
发挥主导作用，是判断经济是否具有企稳基础的最主
要因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说，当前
经济增长积极因素增多，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整体
来看，新动能不够强大，新旧动能接续的任务还没真
正完成。

闻鸡起舞开新局，撸起袖子加油干。新年伊始，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旨在培育和增强经济增
长内生动力，促进动力转换与接续：

——推进改革激活力。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
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大幅度减少政
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
段，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

——提升融合增动能。国办印发了《关于创新管
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
接续转换的意见》，不仅突出对新动能的培育，也提出
要积极运用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突破瓶颈谋长远。20多个部门通力配合的
《中国制造 2025》“1＋X”规划体系的编制工作已于近
日全部完成，着力突破制造业发展的瓶颈短板，抢占
未来竞争制高点。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入深化之年，各地各部
门不仅锁定“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细化实施方案，
还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方面发力，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注入新活力。

人勤春来早，奋蹄赶秋实。在实施“十三五”规划
的重要一年，坚持稳中求进，奋力迎难而上，中国经济
必将夯实稳中向好势头，迎来崭新春天。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我国发布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设计

》全国86.7%的法院完成员额法官遴选

》捂热综合征患儿增多 专家提醒谨防春季“中暑”

》展示中国风貌 斯里兰卡中国电影节开幕

》美国下一代火箭和飞船可能首秀就载人

》马来西亚警方羁押一男子以协助调查金正男机场遇害案
均据新华社

句话新闻

国际聚焦

国内聚焦

新年新开局。进入 2
月，春回日暖，中国

经济2017年首月主要指
标陆续公布：PMI连续6
个月站上荣枯线、外贸数
据回稳反弹、CPI和PPI
同比涨幅双双扩大、新经
济蓬勃发展……

首月核心数据透露
出，中国经济不仅缓中趋
稳，更在稳中向好，在新
春展现新意。

春回日暖 新意盎然
——从首月数据看2017中国经济新开局

农历大年初五，2017年首月重要先行指标
率先出炉：1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 51.3％，连续 6 个月站上 50％的荣枯
线，延续平稳扩张态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张立群分析，这表明工业企业对未来市
场前景预期比较稳定，对春节后的生产经营准
备比较充分，2017年经济运行有望平稳开局。

春节过后陆续发布的核心数据，印证了这
一判断。

19.6％——1月份进出口以超出市场预期
的增速迎来“开门红”。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
际投资研究部主任刘英奎评价说，1月份外贸
成绩令人振奋。从去年四季度开始，我国进出
口出现双双正增长的可喜局面，1月份外贸回
稳向好势头仍在延续。

2.5％——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0.4个百分点。综
合来看，CPI 延续了去年以来温和上涨的态
势，维持在 2％的平台，也显示需求保持稳健
回升。

6.9％ —— 工 业 生 产 者 出 厂 价 格 指 数
（PPI）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4 个百分点。自
去年 9 月份由负转正以来，PPI 同比涨幅逐月
扩大。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
学智说，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反映经济运行回
暖，由于翘尾因素仍将有所上行，预计 2月PPI
同比涨幅还可能有所扩大。

2.03 万亿元——1 月份，全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 2.03万亿元，尽管总量低于市场预期和
上年同期，但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非金融
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 1.56 万亿元，一改
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新增信贷以房贷为
主、企业融资低迷的情况。民生证券研究院
固定收益组负责人李奇霖表示，在当前经济
企稳、补库存周期延续的背景下，企业融资
需求旺盛。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
向好的发展态势，重点改革和重大政策效果不
断显现，新的一年‘闻鸡起舞’。”国家发展改革
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 15日说。

今年 1月，首汽集团发布消息称，集团与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开放包括北京城区二环、三环桥下数十个
租赁场站，在今年年底前建成近 1000个新能
源车辆网点，提供新能源汽车随取、随还、随用
的便利服务。

“共享汽车”等新经济业态，为中国经济开
局走势增添“新”意。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蓬勃兴起，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
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正在
形成。

来自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进入 2017 年
后的第一周，摩拜单车APP的周度活跃用户达
到 584.9万人，比 2016年 12月第一周增长约两
成；同样时段，在日均使用时长方面，摩拜单车
APP 用 户 总 使 用 时 长 从 764.6 万 分 钟 升 至
939.1万分钟，用户黏性进一步增强。

从最初一天生产 300 辆到现在生产上万
辆单车，摩拜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共享单
车运营平台之一。“中国是一片创业沃土，在政

府支持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创业
者获得巨大发展空间。”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
炜对记者说。

快速成长的新动能，为中国经济注入澎湃
动力，中国经济需求结构的优化也在进行时。

据商务部监测数据，除夕至正月初六，全
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8400 亿元，
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11.4％。其中，休闲
旅游、文体娱乐等服务消费亮点纷呈，网办
年货、网络订餐等线上线下消费加快融合，
定制出游、拼车返乡等个性化共享型消费受
到热捧。

以消费的升级为代表，传统需求也在焕发
生机。投资方面，今年 1 月，国家发改委审批
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18 个，总投资 1539 亿
元。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水利、交通、能源等
领域，旨在通过有效投资加力补短板、惠民
生。同时，外贸结构也在持续优化。1 月份，
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升至
57.3％，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提升，外商投资
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增长。

数据预示经济平稳开局

新动能推动经济结构再优化

稳中求进夯实向好势头

↑2月16日，河北省阜城县前康村农民给大棚内的秧苗浇水。
新春伊始，河北省阜城县的苗农们开始投入育苗工作，为大面积错季大棚瓜菜种

植做好准备。近年来，阜城县在扶贫攻坚中立足区域特色，大力发展大棚瓜菜生产。每
年全县需要错季瓜苗近一亿株，仅西瓜育苗一项就解决2000人就业问题。 新华社发

←2月 16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界水乡
联盟有机蔬菜种植园的农户在采摘菌菇。

近年来，界水乡积极发展农业种植、农业
观光、生态文化旅游等项目，蔬菜园区建有蔬
菜大棚千余个，种植蔬菜近百种，产品远销海
内外。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6日电（记
者 白阳）近年来，有“实验室毒品”之
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在全球呈现蔓
延态势。记者 16 日从国家禁毒办新
闻通气会获悉，2016 年以来，我国共
缴获已列管新精神活性物质 800余公
斤，捣毁多处生产窝点，其生产和出
口得到有效遏制。

新精神活性物质是对管制毒品
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得到的毒品类似
物。这些物质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
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且
更新换代迅速，目前已有 101 个国家
和地区报告发现新精神活性物质。

国家禁毒办副主任邓明介绍，近
年来，我国一些具有化工、医药知识
的人员受利益驱使，根据境外不法分
子需求，网上联系、订单式生产，邮寄
输出新精神活性物质，利用各国管制
差异逃避打击。

对此，我国先后与 20余个国家开

展执法合作，对俄罗斯、美国、澳大利
亚、英国等国提出的涉及新精神活性物
质的数十件线索核查请求进行了及时
回应，成功破获了“上海灿禾张磊案”

“湖北张正波案”等一批有国际影响的
案件。2016年至今，我国已根据相关
国家执法协作请求，部署有关地方核查
线索，共捣毁新精神活性物质非法生产
窝点8处，缴获已列管新精神活性物质
800余公斤、非列管新精神活性物质上
吨，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数十人。

在立法管制方面，自 2001 年以
来，我国陆续将氯胺酮等国际社会反
映突出的十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纳
入列管，2015 年实施的《非药用类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又一次
性列管 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近期，
有关部门还决定将卡芬太尼、呋喃芬
太尼、丙烯酰芬太尼、戊酰芬太尼等 4
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

我国严打新型毒品
缴获已列管新精神活性物质800余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