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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何欣荣 李劲峰 李鲲）2018
年已经过半，区域经济发展备受关注。截至 7 月 30 日，已有
29 个省区市公布了经济“半年报”。从地方的 GDP 增速、工业
产值、人均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中，可以一窥中国区域经济
的新动向。

看总量增速看总量增速：：东南经济大省东南经济大省GDPGDP增速集体越过全国均线增速集体越过全国均线

过去，由于经济基数大、转型发展早，东部沿海省份的GDP
增速，连续数年低于中西部省份，整体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
部分省份如北京、上海，GDP增速一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2018年上半年情况看，经济增速“西高东低”的态势已经
发生了明显变化。西部省份中，有的仍然保持较快增速，如贵州
省上半年经济增长10%，在已公布数字的省份中排名榜首。有
的出现回落，如重庆市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6.5%，较去年同期回
落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6.8%的经济增速。

与西部省份的增速分化相比，东南沿海经济大省今年上半
年整体表现稳健。福建、浙江、广东、江苏、上海今年上半年的经
济增速分别达到8.2%、7.6%、7.1%、7.0%和6.9%，均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其中，上海的经济增速已经连续 18 个季度保持在
6.6%-7.1%的区间。

表现突出的中部地区，今年上半年江西、安徽、湖北、湖南、
河南的经济增速分别达到9%、8.3%、7.8%、7.8%、7.8%，已经成为
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总体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向不变。中国区域
经济学会副会长肖金成说，GDP增速的“高与低”，与经济结构调
整的“快与慢”直接相关。部分省份对重化工业和资源性产品依
赖度较高，在环境成本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产业结构偏重是造成
经济增速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结构效益看结构效益：：高质量发展亮点频现高质量发展亮点频现

虽然GDP增速有高有低，但围绕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运
行中的亮点不断涌现。

——各地新动能加快接棒。“一根与头发丝粗细相当的玻璃
丝，可容纳10亿人通话的信号传输量。”长飞光纤总裁庄丹说，随
着5G、物联网时代来临，预计光纤光缆市场仍会保持较快增长。

长飞光纤是湖北高科技制造业的代表。今年上半年，湖北
的高科技制造业投资增长32.7%，高于全省平均投资水平22.2个
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和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分别增长 22.9%和
12.5%。

包括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在内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浙
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今年上半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
现增加值2348亿元，同比增长14.7%。

——多省人均收入增幅超过GDP增速。随着中国经济转
型升级，区域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内需、依赖消费。扩大消费，
关键在于让老百姓“钱袋子”鼓起来。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王有捐撰文指出，今年上
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6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6.6%。而在扣除人口总量自然增长因素后，全国人均GDP增
速约为6.3%，前者高出后者0.3个百分点。

全国31个省份中，上海、北京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
超过3万元，浙江、天津超过了2万元。上海、天津、河北、海南等
多个省份，人均收入增幅超过GDP增速。

——热点区域房地产市场有所降温。今年上半年，海南房
地产开发投资下降7.8%，房地产业增加值下降8.4%。海南省统
计局局长包洪文说，海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减少经济对房地产
业的依赖。当前短期的疼，是为了今后长期的不疼。

上海市统计局副局长汤汇浩表示，在房地产调控的作用
下，今年上半年上海商品房售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房
租价格企稳。“受此影响，上半年上海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
0.1%。”

看未来发展看未来发展：：加快转型创新和创造营商环境要更加发力加快转型创新和创造营商环境要更加发力

多地在经济“半年报”中提出，当前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较多，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仍需进一步巩固。

如何应对未来挑战？加快转型创新仍是一道首答题。同
时，降成本也处在非常关键的位置。这既包括税费、企业融资等
硬成本，也包括区域营商环境对应的制度性交易软成本。

最新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
极。聚焦减税降费，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
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初步测算全年可减
税650亿元。

湖北省物价局副局长顾栋才表示，近3年来湖北3次降低大
工业电价共 0.033 元/千瓦时，年减轻企业用电负担 60 亿元以
上。广东省提出，继续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将天然气管网公司
电厂用户的代输价格降至0.15元/立方米。

只有对企业的服务更加优质高效，让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下
来，才能用“软环境”抵消“硬成本”。营商环境建设受到地方政
府的普遍重视。

今年上半年，辽宁省经济增长5.6%，比上年同期提升了3.5
个百分点。通过推进“互联网＋政务”，辽宁力争让企业“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带来了市场主体和
民间投资的增加。

天津市统计局表示，近年来天津的营商环境改善取得一定
成效，今年上半年新登记民营市场主体10.77万户，占全市总量
的98.9%。

但受调查企业在规范市场竞争、化解融资难、完善基础设施
等方面仍希望政府加大力度，营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

受委托，对位于湟源县城东大街丰盛巷融汇广场1号楼负一层商
业用房（建筑面积：约7000㎡、土地用途：商业）进行公开拍卖，该标的
为在建工程，框架结构，大通间，可任意分割，东西两面有窗户与外界
相通，采光较优，设有扶梯、直梯及楼梯出入口，位于丹噶尔古城东门
楼（火祖阁）对面，人流量较大，繁华地段，是投资、经营的理想场所，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报名参与竞拍。

预展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现场
拍卖时间、地点：2018年8月22日上午10时整

湟源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会议室
竞买须知：凡参加拍卖会的竞买人需携带有效证件及相关资质

并缴纳竞买保证金：壹仟万元整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拍卖成交后，保
证金转为佣金及成交价款，未成交者保证金如数退还（不计息）。

联系电话：青海省拍卖行：0971-8223656 13709724317冯女士
13139089169尹先生

青海钰容拍卖有限公司：0971-8219611 13099797707王先生
13997198433乔先生

查询网址：青海省拍卖行（www.qhpaimai.com）
青海钰容拍卖有限公司（www.qhyrpm.com）
青海拍卖行业协会（www.qhspx.com)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www.caa123.org.cn）

注：中国拍卖行业AA拍卖企业
青海省拍卖行

青海钰容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日

商业用房联合拍卖公告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朱
基钗 梅世雄）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孙
绍骋7月31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全面梳理评估新
中国成立以来涉及退役军人的所有
政策法规，着手起草《退役军人保障
法》和《关于加强新时代退役军人工
作的意见》；明年五一之前，将为几千
万个退役军人家庭和优抚对象家庭
悬挂光荣牌。

退役军人事务部是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新组建的部门，于4月16
日正式挂牌成立。孙绍骋表示，3 个
多月来，退役军人事务部边组建机
构、边推进业务，边落实当前任务、边
谋划长远发展，各方面工作有序推
进。

孙绍骋介绍，退役军人事务部
已会同军地 12 个部门出台了提高
退 役 军 人 安 置 质 量 、扶 持 就 业 创
业、悬挂光荣牌、提高抚恤补助标
准等 4 个政策；经与部队协商，下达
了年度安置计划，将 120 多家中央
企业全部纳入年度退役士兵安置
计划下达范围，会同财政部提高重
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平均提
标幅度 10%；挂牌第二天就开始接
访，成立工作专班，已接待了近两
万人次，系统梳理各类对象诉求，
逐类研究提出措施办法，督促地方
落实政策。

“退役军人事务部虽然是新组建
的，但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当年的
任务必须当年完成，比如今年要确保
完成8万多名军转干部、近4万名退役
士兵岗位的安排工作，还有2千多名
复员干部、7千多名军休干部，以及一
部分伤病残人员，我们都要接收安置
好。”孙绍骋说。

孙绍骋说，每年还有 40 多万自
主择业军转干部和自主就业退役
士兵，他们也需要就业，政府虽然
不帮助安排具体的工作岗位，但是
要通过一些优惠政策扶持他们就
业创业。

“现在有一些退役军人、优抚对

象在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困
难，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在享受
公民普惠待遇后再给予一些特殊优
待，解决部分退役军人尤其是下岗失
业退役军人的养老、医疗等后顾之
忧。”孙绍骋说。

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钱锋在
发布会上透露，退役军人事务部将首
次对拥军优属的光荣牌进行制度化
设计，扩大悬挂范围。

钱锋说，原来主要是为义务兵家
庭和烈属悬挂光荣牌，下一步，家人
参过军的家庭都是悬挂的对象；在样
式上进行规范，将统一挂一块“光荣
之家”的牌子，由退役军人事务部设
计和监制；强调仪式感，悬挂的时候
举行俭朴隆重热烈的仪式；同时建立
了退出机制。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
兼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方永祥在
回答记者关于退役士兵安置问题时
说，退役军人
事务部最近研
究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
由政府安排工
作退役士兵就
业安置工作的
意见》，明天开
始实施。

据方永祥
介绍，意见强
化刚性指标落
实，明确由政
府安置的退役
士兵，安置到
机关、事业单
位和国企比例
不 低 于 80% ，
明确国企拿出
年度招收人员
总 数 5% 用 于
安置符合政府
安排工作条件
的退役士兵；
提高统筹安置

的层级，县安排任务重的由市统筹资
源进行安置，此次意见规定，市级还
有困难的，由省级来统筹资源、落实
安置。

在回答记者关于退役军人信访
工作的问题时，方永祥表示，退役军
人事务部挂牌成立第二天就展开了
接访。“我们十分珍惜退役军人事务
部与退役军人天然的情感关系，所以
我们要求要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
来做好信访的具体工作。”

方永祥表示，下一步将从 4 个方
面进一步做好信访工作：一是加快开
通网上信访系统，让退役军人少跑
腿，让信息多跑路；二是加强督办检
查，对信访事项包括有关政策落实加
强督办；三是综合梳理意见建议，将
好的、有建设性的纳入到政策和立法
当中去；四是完善规则、流程和具体
办法，提高依法办理、依法信访的工
作实效。

新华社郑州7月31日电（记者李
丽静）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0岁任河
南商南团委书记，21岁任中国工农红
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师长，牺牲时
年仅23岁。这就是豫东南红军和苏区
创建人周维炯短暂又辉煌的一生。

周维炯，1908年生于河南商城上
楼房（今属安徽金寨）。1923 年入商
城笔架山甲种农业学校读书，开始接
受马克思主义。1924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26年底受党组织派遣，入武

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 年
夏回家乡，以教书做掩护，开展农民
运动。后任商南团委书记。

1928年春，周维炯奉命打入丁家
埠民团，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他以民
团军事教练的身份，积极做士兵的工
作，并在民团中成立了党支部，任党
支部书记。

1929年在商城南部、罗田北部和
麻城东北部划为特别区时，周维炯任
特别区委委员。5月6日参加领导以
丁家埠民团为主发动的商南起义，成
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
师，他任师长。他与党代表徐其虚率
部打退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军多次进
攻，壮大红军力量，发展农会和赤卫
队，领导创建豫东南苏区。后率部策
应六霍起义，为红三十三师和皖西苏
区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大别山，峰连峰，出了个英雄周维
炯。打入民团闹暴动，闹得满天红！”鄂
豫皖边区流传下来的这首民歌，记录了
周维炯这一时期的革命事迹。

从1929年下半年起，周维炯率红
三十二师和红三十一师紧密配合，接
连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鄂豫边和豫东
南苏区的三次“会剿”，巩固和扩大了
革命根据地。

1930 年 4 月，鄂豫边、豫东南、皖

西三个地区的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
指示，组成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
豫边特别区委员会，并将红十一军改
编为红一军。同年5月起，周维炯任
红一军第二师、第三师师长、红四军
第十一师师长，参与指挥攻克霍山、
英山、光山等县城的战斗，率部参加
鄂豫皖苏区第一、二次反“围剿”和蕲
黄广地区作战。

1931年3月在鄂豫皖红军全歼国
民党军第三十四师的双桥镇战斗中，
率所部第三十三团和第十师第二十
八团，迅猛插入国民党军指挥中心，
使其指挥失灵，对战斗全胜起了重要
作用。

艰苦紧张的战争生活，使周维炯
无暇顾及家庭和个人问题。几年中
他只回过一趟家。他的未婚妻多次
在行军路口上等他，有一次终于等到
了，周维炯满怀深情和歉意，对她说：

“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成亲。”说罢，策
马而去。

由于反对张国焘“左”倾冒险计划
而遭诬陷。周维炯1931年10月被杀害
于河南光山新集（今新县），年仅23岁。

近30个省区市公布经济半年报
豫东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周维炯

我国启动制定退役军人保障法

参军家庭将全部悬挂光荣牌

这是周维炯画像这是周维炯画像。。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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