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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杭州 5 月 18 日电
（记者黄筱、高敬、段菁菁） 当前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产茶国和
茶叶消费市场。2016 年，中国茶
园面积287万公顷、产量240多万
吨，种植规模世界第一，消费量

超过200万吨。
18 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

首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开幕式
上做上述表示。

多年来，我国形成了长江中
下游名优绿茶、东南沿海优质乌

龙茶、长江上中游特色绿茶、西
南 红 茶 和 特 种 茶 等 4 大 优 势 区
域，是世界上唯一生产绿、红、
青、黑、白、黄6大茶类的国家。

现在全球产茶国和地区已达60
多个，茶叶产量近600万吨，贸易量
超过200万吨，饮茶人口超过20亿。

本届博览会共有来自国内外
的近千家企业参展，涉及绿茶、
红茶、白茶、黑茶、乌龙茶和黄
茶等6大茶类，近万个品种。

中国已成全球最大产茶国
产量占世界四成

5月18日，国家发改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
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并回应热点问题，重点介绍了
电力、价格运行、去产能、清理涉企收费等方面
的情况。专家表示，4月份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
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中的积极因素在
持续增加；而“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工作更要
采取过硬手段、稳步推进做扎实。

用电增长突显活力

用电量是观察经济走势的重要指标。
据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孟玮介绍，

1—4 月，全社会用电量约 1.93 万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6.7%，增速较去年同期回升 3.8 个百分点。4
月当月，全社会用电量约 4847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6%，增速同比回升4.1个百分点。

从用电结构看，1—4 月份，二产用电量同比
增长6.9%，增速较去年同期回升6.7个百分点，二
产用电对全社会用电增长的贡献率为72%。三产用
电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用电同比

增长 14.5%，增速较去年同期回升 0.1 个百分点，
高于全社会用电增速7.8个百分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刘向东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情况下，用电量增长和
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是行业生产活力的体现。
工业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的大头，用电量增加说明
工业走稳向好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邢志宏
日前也表示，从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来看，中国经
济继续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进的力度在加大，
好的因素持续增加。

去产能不等于去产量

除了重要经济指标，去产能任务的完成情况
也可圈可点。截至目前，今年全国共退出钢铁产
能3170万吨，完成年度任务的63.4%；共退出煤炭
产能 6897 万吨，完成年度任务的 46%。需要说明
的是，上述钢铁去产能数据不包括违法的“地条
钢”产能，有关部门还将确保于 6 月 30 日前彻底
取缔“地条钢”。

钢铁煤炭去产能的积极成效正在逐步显现。
如企业效益明显改善，2017 年一季度，钢铁工业
协会会员企业利润由上年同期亏损 87.5 亿元转为
盈利232.8亿元。此外，工资社保拖欠减少，产业
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

在去产能背景下，一些地方煤炭产量的增长
曾引发争议。对此，孟玮表示，去产能，就是要

着力去除低端、无效的供给能力，着力提高产能
利用率，平衡市场供求关系。对于过剩的、落后
的产能，要坚决地去；对于安全、清洁、高效、
成本低的优质产能，要有序增加。产量的多少主
要取决于供需关系和价格变化，由市场说了算。
不能将去产能和去产量混为一谈。

“组合拳”严肃降费

近日相关部委还出台了两个与涉企收费有关
的文件：《关于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
知》和《关于开展涉企收费检查的通知》。

孟玮介绍，针对目前涉企收费存在的突出问
题采取了不少“含金量高”的举措。例如，聚焦
违规设立收费项目等5类突出问题，明确6个重点
检查领域，包括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行业协
会商会收费、进出口环节收费、金融机构收费、
电子政务平台收费和建设领域收费。检查针对
2016年 1月 1日以来的收费行为，将于 8月底前完
成。

孟玮表示，“这两个文件是我们为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打出的‘组
合拳’，目的就是要通过清理规范和检查涉企收费
行为，努力为企业‘减负’，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一季度经济发展超预期，今年6.5%的经济增
长目标是很有希望实现的。目前我们需要做的是
把长期的改革工作做扎实，稳步推进‘三去一降
一补’的工作。”刘向东说。

国家发改委解读中国经济关键指标

去产能降成本开局良好
本报记者 李 婕

5月18日，“中外一家亲”青岛市2017邻居节持续火热中，不少
居住在珠海路街道的“外国邻居”与社区居民一道喜迎“邻居节”。
包粽子、捏饺子、学剪纸、练功夫等活动轮番上演，将中国的传统
人文理念与西方文化相互融合，受到外国邻居的青睐。

右图：来自乌克兰的社区居民索菲亚 （右） 向邻居学习包饺子。
下图：来自美国的社区居民凯文 （右） 与书法家一道展示“中

外邻居一家亲”书法作品。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青 岛 邻 居 节 玩 出 国 际 范 儿

日前，国际制造行业的翘楚德国博世，
与国内热水器行业的龙头万和，各出资 50%
成立合资公司，共同打造年生产能力接近400
万台的电热水器生产基地。

在海尔、格力、美的等家电企业大踏步
“走出去”的背景下，博世牵手万和，是“德
国品质”意欲主导“中国制造”，还是“中国
制造”谋划借船出海？在经历了“高端化”

“智能化”的两波浪潮之后，中国家电如何应
对“国际化”的第三波浪潮，热水器行业在
思考，整个家电行业也在思考……

万和：借你一条船，让我出海

在中国，燃气热水器和电热水器各占半
壁江山。但是，在广袤的非洲、拉丁美洲以
及一些亚洲国家，情况并不是这样。

据博世集团热力技术事业部全球董事会
主席乌韦·格洛克介绍，在非洲、拉丁美洲等
欠发达地区，很多人还没有办法用上热水，
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空间。这些地区基础设施
落后，尽管电力问题基本解决，但许多地方
没有燃气管道。燃气热水器无用武之地，而
质优价廉的电热水器却非常走俏。

对于以燃气热水器起家立业的万和来
说，电热水器的短板，成为其走向国际市场
的“拦路虎”。面对日益饱和的国内市场，日
思夜想急盼“走出去”的万和，面对国际电
热水器巨头博世伸出的“橄榄枝”，自然就是
一见钟情、一拍即合。

博世：另起炉灶，我们等不起

对博世来说，乘“中国制造”尚处于爬
坡过坎阶段，产品以中低端为主的现实，在
最短的时间内让自己高品质的电热水器迅速
占领市场，是目前最重要的抉择。

博世热力技术事业部亚太区总裁郑大智

说：“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建一个工厂。但我们
最终选择和合作伙伴一起做大规模，因为自己
建厂对我们来说，时间、成本、规模都不允许。”

而搭上中国“一带一路”的“顺风车”，也让
博世在全球市场开疆拓土省时省力更省心。

“‘一带一路’对我们意义重大。博世一直
致力于在中国市场做大，但是如何从中国‘走
出去’，我们一直没有好的办法。”乌韦·格洛克
说，“博世和万和的合作始于向拉丁美洲等市
场出口燃气热水器等产品的过程中，现在双方
已经在好几个国家有小规模合作。我们都希望
在这一块能够把合作的范围做大。”

德国品质，中国制造，全球市场

在热水产品领域，博世是“德国制造”
的代表。而万和作为中国燃气热水器巨头，
和长期以来的OEM生产厂家，在中低端产品
方面积累了雄厚的技术。

有业内人士认为，博世和万和的合作，
是众多“德国工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
强强联合的缩影。

作为全球最大的热水器市场，中国目前
正进行着爬坡过坎的产业升级转型。乌韦·格
洛克说，万和博世合资公司的成立，可以为
中国客户提供更多本土化的先进技术，也可
以推动博世热水器产品在中国业务的发展。

对万和来说，联姻博世，是提升自身产
品研发技术和深化全球布局的上佳选择。万
和董事长叶远璋认为，合作不仅能够填补万
和在多能源水箱领域的技术短板，还能吸收
博世在太阳能、空气能领域的成熟技术，融
合德国工业4.0在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等方
面的优势，实现“德国品质、万和制造”。

“这是一次双赢的合作。”叶远璋说，“博
世选择万和，是选择了中国制造；万和选择
博世，是选择了世界市场。”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记者令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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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15个一线和热
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全部回落，9个城市环比下降
或持平。就70城房价来看，从同比看，4月份70个城市中有30个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涨幅比上月回落，比 3 月份增加 6 个；从环比
看，4月份70个城市中有23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涨幅比上月回
落，比3月份增加13个。图为广西南宁高新区部分建筑。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4月房价涨幅回落城市增加4月房价涨幅回落城市增加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记者徐博） 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
建国近日透露，近年来每年都有超过一万人次的俄罗斯专家来华工作。

张建国是在会见应邀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苏
联援华专家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之女叶莲娜·康斯坦丁诺夫
娜·西林娜时作此表述的。

张建国说，目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
平，以后双方的交流将更加密切。西林娜说：“我幼年曾随父亲来
华，在中国生活学习过8年，俄中友好在我们全家要一直延续下去。”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是苏联著名桥梁专家，在中国期
间，曾担任武汉长江大桥苏联专家组组长兼总工程师，参与抢修、
建设20多座桥梁，被授予中苏友谊奖章。

每年上万人次俄专家来华工作每年上万人次俄专家来华工作

5月18日，在合肥举行
的第十届中国中部投资贸
易博览会上，主展馆内近8
万平方米的展览区云集各
路高科技产品，吸引了众多
目光。本届大会以“创新发
展新理念，‘一带一路’新机
遇”为主题。大会参会来宾
共计4200余人，其中境外来
宾约 800 人，涵盖了 6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图为现场展示的机器
人消防车。

杨 洁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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