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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共同发
布 《关于推进高铁站周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的指导
意见》（简称《意见》），引发了各界广泛关注。《意
见》 指出，我国高铁车站周边区域整体开发建设仍
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对高铁建设和城镇化融合发
展研究还不深入，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高铁建设与
城市发展良性互动、有机协调。分析人士认为，该

《意见》不仅是中国各地方高铁建设的重要指南，更
是中国经济谋求更高质量发展的最新行动。

站点建设量力而行

如今，高铁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张闪亮名
片。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至 2017年，全国铁路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3.9 万亿元，新增铁路营业里程 2.94
万公里。到 201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2.7万
公里。其中，高铁 2.5 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
66.3%。

高铁的发展，不仅带动了投资增长和装备制造
水平的提升，更便捷了各地交通联系，有力地拉动
了区域经济发展。不过，高铁站的建设和开发过程
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初期规模过大、功能定
位偏高、发展模式较单一、综合配套不完善、盲目
搞城市扩张、潜藏着一定的社会经济风险……

对此，《意见》明确要求，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
规律，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
不追求短期的形象效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严
禁借高铁车站周边开发建设名义盲目搞城市扩张。
有关城市要根据相关规划、发展实际和财力可能，
分阶段、分步骤地有序推进高铁车站周边区域开发

建设，做到开发一片、成熟一片、成功一片。
“过去，我们主要建设的是大城市之间的干线高

铁。这个时期，一方面大城市本身的财力物力足够
强；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也决定了干线
高铁及其站点的建设没有太多瞻前顾后的余地。如
今，中国高铁逐步进入到了‘支线建设时期’，广大
中小城市成为高铁站建设的主角。这也意味着，高
铁站建设不能贪大求快、过度举债，而是要量力而
行。”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纪嘉伦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科学设计合理布局

在高铁大动脉上，不乏初具规模产业集群的高
铁站。例如，广州南站商务区以商业贸易、商务服
务、会展和旅游休闲为主导产业，着力打造成“一
带一路”高铁经济示范区。与大城市相比，广大中小城
市在高铁站规划、选址、设计时既应学习大城市的发
展经验，又不能全盘照搬、不顾实际、一哄而上。

在“高铁站怎么建”这个问题上，《意见》给出
了明确答案：新建铁路选线应尽量减少对城市的分
割，新建车站选址尽可能在中心城区或靠近城市建

成区，确保人民群众乘坐高铁出行便利。同时，《意
见》 还指出，大城市高铁车站周边可研究有序发展
高端服务业、商贸物流、商务会展等产业功能，
中、小城市高铁车站应合理布局周边产业，稳妥发
展商业零售、酒店、餐饮等产业功能。

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
委员会秘书长冯奎看来，《意见》明确选址模式有利于
提高乘车便利，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的作用。具
体来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将促进交通、人
口、产业活动在比较小的空间内集聚，有利于“产城
一体”“站城一体”的发展，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精打细算注重实效

“其实，高铁站布局存在的各类问题，反映了一
些地方政府规划能力跟不上高铁发展速度。如今，
在高铁站建设明显超前的地方，城市规划只能跟着
高铁站走，而在还没有建设高铁站的地方，政府则
应该更为科学谨慎地把握高铁站建设与自身城市发
展的互动关系。”纪嘉伦说。

那么，《意见》提出的“强化规划引导和管控作
用”“合理确定高铁车站选址和规模”“严格节约集
约用地”“合理把握开发建设时序”“防范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等任务和要求，是否意味着中国对发展
高铁的积极态度出现转变呢？

多位分析人士指出，高铁站作为经济高速增长
阶段的重要部分，在谋求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应该率
先转型。可以说，规范高铁站建设、力求精打细
算、避免盲目造城，不仅不是限制高铁发展，而恰恰
是为了帮助高铁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高质量发展。

纪嘉伦进一步表示，与干线高铁建设不同，支
线高铁建设更加考验地方政府筹集资金、征地拆
迁、规划设计等方面的能力。从高铁站建设这个最
基本的问题入手，使各环节都向高质量发展这个时
代要求聚焦，显然有助于我们用尽可能小的成本换
取最大的回报。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谋求高质量
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发挥“集聚经济”作用 与城市发展良性互动

高铁站建设有了新指南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南水北调工程进京水量突破50亿立方米

据新华社洛杉矶电 （记者高
山） 根据美国洛杉矶旅游局 5月 7
日发布的数据，2017年到访洛杉矶
的国际游客比 2016 年增长 16 万人
次，其中的中国游客同比增长 6 万

人次，达到创纪录的112万人次。
旅游业是洛杉矶的支柱产业

之一，总共为洛杉矶创造了 52.38
万个就业岗位，其中 2017 年新增
就业岗位 1.39 万个。

洛杉矶去年吸引中国游客数创新高
4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7.2%

中国外贸继续保持稳中向好
本报记者 李 婕

5月 8日，海关总署发布 4月外贸数据，4月
进出口表现均超出市场预期。

据海关统计，4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2.36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 （下同） 增长 7.2%。其中，
出口 1.27 万亿元，增长 3.7%；进口 1.09 万亿元，
增长11.6%；贸易顺差1828亿元，收窄27%。

4 月的进出口表现扭转了 3 月份出现的贸易
逆差和出口负增长的态势。3 月，我国进出口
2.25 万亿元，同比下降 2.5%；其中出口 1.11 万
亿，同比下降9.8%，贸易逆差297.8亿元。3月的
外贸表现曾经引发市场对外贸的担忧。

不过不少分析人士指出，3月贸易逆差可能
是春节因素带来的阶段性现象。结合4月的外贸
表现，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洪灏认为，3月贸易
逆差很可能是因为春节错位所致，因此4月的数
据并不令人意外。招商宏观则分析指出，4月进
出口维持高增速，修正对外需的过度悲观。

不过，相比此前许多市场机构的预测，4月
进出口数据仍然超出预期，这得益于内外部因素
的共同支撑。恒丰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员蔡浩和李海静认为，从外部看，当前主要
经济体制造业PMI （采购经理指数） 短期虽有波
动但仍保持在高景气区间，外部形势整体保持良
好；从内部看，国内生产表现强劲，内需整体向

好，且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支撑进口增速。
具体来看，前 4 月进出口还呈现一些突出特

点。
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快速增长且比重

提升。前 4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5.34万亿
元，增长12.8%，占我外贸总值的58.6%，比去年
同期提升2个百分点。

从贸易伙伴来看，对欧盟、美国、东盟和日
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均增长，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前4个月，我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2.51 万亿元，
增长11.6%，高于整体增速2.7个百分点。

从贸易主体来看，民营企业所占比重进一步
提升。前 4 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3.52 万亿元，
增长12.4%，占我外贸总值的38.6%，比去年同期
提升1.2个百分点。

从贸易结构来看，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传统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前4个月，我国机电
产品出口2.84万亿元，增长8.7%，占出口总值的
59.1%。同期，服装、纺织品、家具、鞋类、塑
料制品、箱包、玩具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合
计出口 8807.2 亿元，下降 2.4%，占出口总值的
18.3%。此外，铁矿砂、原油和铜等商品进口量
增加，大豆进口量减少，大宗商品进口均价涨跌
互现。

对近期外贸走向，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全球
经济复苏态势还在延续，但出口仍然面临国际环
境的不确定性。不过中国加大对外开放措施逐步
落地，将对进口形成有力支撑。

5 月 8 日，山东青岛港外贸集装箱码头，
货轮在装卸集装箱。 俞方平摄 （人民视觉）

5 月 8 日，河北省邯郸市邯
山区美的小学的同学们来到河
北省地震局邯郸中心台，参观
地震科普展室，近距离了解退
役的地震观测仪器和地震科普
展板，学习防灾减灾知识和自
救互助技能。

据了解，今年 5 月 12 日是
全国第十个“防灾减灾日”。今
年 全 国 防 灾 减 灾 日 的 主 题 是

“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
险”，5 月 7 日至 13 日为防灾减
灾宣传周。

图为美的小学的同学们参
观退役的地震观测仪器。

史自强 郝群英摄

地震馆里学科技地震馆里学科技地震馆里学科技

5月开始，由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与青
飞智能联合研制的无人驾驶小巴在校园内进行实验性运行。
在校园内的3个站点，乘车者可以扫描二维码呼叫无人小巴接
载，该小巴不仅能自主驾驶，还能自动躲避行人。在目前实验
性运行阶段，该小巴时速限定15公里，车内最多搭载8人，每日
载客总数约200人次。

图为5月8日，乘客登上在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进行实验
性运行的无人驾驶小巴。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无人驾驶小巴校园试运行

图为 5 月 6 日，旅客在京沪高铁河北沧州西站
准备乘车。 傅新春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5月8日电（记者严冰） 长江
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二期工程8日试运
行，对国内外船舶开放航行。这意味着5万
吨级集装箱船可以满载从江苏沿江港口直
航到我国沿海地区和周边国家，长江黄金
水道含金量进一步提升。

长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建设工
程是“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全国内
河水运投资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工
程，是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里
程碑。工程历经 7 年建设，总投资 110 亿
元，分两期实施。二期工程试运行后，南
京至长江出海口431公里的12.5米深水航道
实现了全线贯通。

长江南京以下是我国内河水运最繁忙
的区域，年运量超过 16亿吨，其中海轮承
运量超过8亿吨。以前，长江南京以下航道
受10.5米水深限制，5万吨级以上的海轮无
法满载驶入，只能通过减载、换小船运输
货物。12.5 米深水航道开通后，提升了大
型海轮的实载率，5 万-7 万吨级船型货物
实载率提升近 25%，水运运输费用大幅降
低，可以实现更高效的江海联运、江海直
达运输。据测算，5万吨级以上的进江海轮
每多装载1万吨货物，约节约运输成本23.3
万元。

据介绍，这一工程充分落实长江生态
环境保护要求，在实现整治效果的同时，
生态环境也显著改善。工程在设计中创新性地采用适合水生
生物生长和栖息的生态护底、护岸及坝体的结构形式，在长
江水域试验性地建设 10 万平方米人工鱼巢和 100 亩生态浮
岛，投入8400多万元实施增殖放流等生态补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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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8日是“世界微笑日”。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爱丽
斯幼儿园开展“微笑进校园”绘画主题活动，引导孩子们从小培养
乐观的心态。图为在爱丽斯幼儿园，孩子们展示自己的“微笑画”
作品。 严钦龙摄 （新华社发）

微笑进校园 快乐每一天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魏梦佳） 记者8日从北京
市南水北调办获悉，自 2008 年 9月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
供水工程通水以来，截至2018年5月8日5时许，北京累计接
收南水北调来水突破50亿立方米。其中，累计接收丹江口水
库来水33.94亿立方米。

北京地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末端，外调水历经冀水进
京、江水进京两个阶段。为缓解首都水资源短缺状况，2008
年至 2014 年，先期建成的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
程，从河北水库调水入京。2014年12月底至今，南水北调中
线一期工程又从丹江口水库向北京输送江水。

数据显示，50亿立方米的南水北调来水中，包括 16.06亿
立方米的河北水库来水以及 33.94 亿立方米的丹江口水库来
水。北京市南水北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50亿立方米的外调水，
增加了北京水资源总量，不仅提高了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也改善了城市居民用水条件，“在显著改变首都水源保障格局
和供水格局的同时，也为北京赢得了宝贵的水资源涵养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