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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28日电 （记者王俊岭） 28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经贸工作有关情况吹风会，商务部副部长钱克
明就中非“十大合作计划”进展情况、中非企
业家大会筹备情况、中非经贸合作新特点等方
面情况做了介绍并就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钱克明说，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于 2015
年 12 月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
出，经贸举措在其中占有相当权重。截至目
前，“十大合作计划”经贸举措已全面落实完
毕，有的甚至超额完成，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国。2017年中非贸易额达1700亿美元，同比增
长 14%。今年 1至 6月，中非贸易额达 988亿美
元，同比增长16%。中国近3年对非洲年均直接
投资保持在30亿美元左右。中非双方加强产业
对接，不少重点投资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在制
造业、金融、旅游、航空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

新突破。”钱克明说，“十大合作计划”实施以
来，中国企业在非洲已建成和在建的项目，将
帮助非洲新增约 3 万公里的公路里程、8500 万
吨/年的港口吞吐能力、超过 900 万吨/日的清
洁用水处理能力、近2万兆瓦的发电能力和3万
多公里的输变电线路，为非洲国家创造近90万
个就业岗位。中国还为非洲国家在农业、减
贫、公共卫生、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实施了
数百个项目，派遣医疗队员1500人次，诊治患
者约46万人次。

对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中非经贸合
作方面将要采取的新举措，钱克明透露，主要
有三方面新特点：

一是更加注重培养非洲内生增长能力。新
举措将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和非洲的2063年
发展议程、联合国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非洲各个国家自己的发展战略的对接。新举措
则将让非洲国家广泛参与到未来几年中非经贸

合作举措的设计当中，实现双方共商，体现了
“一带一路”的精神。

二是从以过去的“输血”为主向帮助非洲
“造血”转变。新举措将特别注重培育非洲自己
的内生增长能力，包括一些核心基础设施建
设、对人力资源的培训等。

三是从注重硬件基础设施方面，转向软硬
兼顾。新举措中，既有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发
展经验的分享。中国建设工业区、经济特区是
非常有经验的，非洲国家也非常感兴趣。下一
步，中方想在这方面和非洲国家分享一些园区
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制定、园区管理等经验。

“中国的合作，是着重帮助非洲长远发展，
因为我们的命运是很相似的，我们切身体会到
发展的迫切性，所以真心帮助非洲谋划今后的
长远发展。再过20年去看非洲的基础设施、产
业体系，甚至学校、医院，我想会有一个全新
的变化。”钱克明说。

本报北京8月28日电（记者李婕） 近日，国家统
计局对外发布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
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过了
40年不平凡的光辉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
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

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

报告显示，40 年来中国经济实现巨变。1978 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2017年站上80万亿
元的历史新台阶，达到827122亿元。

40 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
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1978 年，中国经济总
量居世界第十一位，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201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 12.3 万亿
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近年来中国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
动力之源、稳定之锚。

经济结构实现重大变革，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
性明显提高。2017 年，服务业比重提升至 51.6%，比
1978 年上升 27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8.8%，提高30.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

产业带动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2017 年末，中
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8.52%，比 1978 年末上升 40.6
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
续缩小，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连续8年快
于城镇。

对外经济发展成绩斐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逐步
形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经济活动十分有限，
197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20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29
位。2017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4.1 万亿美元，比
1978 年增长 197.9 倍，年均增长 14.5%，居世界第一
位。外商投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

基础产业跨越式发展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供给能力实现
从短缺匮乏到丰富充裕的巨大转变。统计显示，农业
基础地位不断强化。2017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1.2 万亿斤以上，比 1978 年翻一番。近年来，我国谷
物、肉类、花生、茶叶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油菜籽
产量稳居世界第二位，甘蔗产量稳居世界第三位。

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提升。2017 年，钢材产量 10.5
亿吨，比 1978 年增长 46.5 倍；水泥产量 23.4 亿吨，增

长34.8倍；汽车产量2902万辆，增长193.8倍。
交通运输建设成效突出。2017 年末，铁路营业里

程达到12.7万公里，比1978年末增长1.5倍，其中高速
铁路达到 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 60%以上。2017
年末，公路里程477万公里，比1978年末增长4.4倍。

邮电通信业快速发展。2017 年末，全国移动电话
普及率达到 102.5 部/百人；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移动宽
带网，移动宽带用户达11.3亿户。

科技创新成果大量涌现，发展新动能快速崛起。
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科学、深海探测、超级计
算、卫星导航、高铁、核电、特高压输变电……近年
来，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高端装备
大 步 走 向 世 界 。 2017 年 ， 中 国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

（R&D） 经费支出 17606 亿元，比 1991 年增长 122 倍，
年均增长 20.3%。中国研发经费总量在 2013 年超过日
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占世界 1/5
的人口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1978 年，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仅 171 元，2009 年突破万元大关，

2014 年突破 2 万元大关，目前正向 3 万元大关迈进。
2017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5974 元，扣
除价格因素，比 1978 年实际增长 22.8 倍，年均增长
8.5%。

1978-2017年，全国就业人员从 40152万人增加到
77640万人，年均增加 96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
处于低位，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按照
2010年标准，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有7.7亿农村贫困人
口，贫困发生率高达97.5%。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
人口减少为3046万人，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
下降至 3.1%。扶贫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成效之好、
影响之深，举世罕见。

社会事业繁荣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全面提
高。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
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达到 10.5 年。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阶段快速迈进。2017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高于中高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

公共卫生事业成就瞩目，“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
进。居民预期寿命由 1981年的 67.8岁提高到 2017年的
76.7 岁，孕产妇死亡率由 1990 年的 88.8/10 万下降到
2017年的19.6/10万。

国家统计局发布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

中 国 实 现 历 史 性 跨 越

中国连续9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8月28日，京沈高铁重点控制性工程望京隧道双向正式贯通，创造了国内大直径盾构穿越既有建构施工沉降仅0.68毫米的最新纪
录。该隧道全长8公里，施工难度前所未有，展现了中国高铁施工技术的最新成果。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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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由 商 务 部 主
办、国际竹藤中心承办的

“2018 年埃塞俄比亚竹产
品生产与加工技术培训
班”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
区竹编基地开班授课，38
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手工
艺者将在此完成竹藤编织
和竹藤木家具制作培训。

杨 涛摄
（人民视觉）

竹编课堂
授艺非洲学员

竹编课堂
授艺非洲学员

8月28日，浙江省
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
三墩村举办了一场传
统手工艺竹编技能比
赛，十多名村民同场
竞技，各亮绝活，用
双手编织各式各样的
竹编工艺品，展现传
统手工艺的魅力。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竹编竞技
展现手工魅力

本报北京8月 28日电 （记者邱
海峰） 28 日，应急管理部召开全系
统视频会议，进一步部署当前重点工
作，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抢险救
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在会议
上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和单位有力有序有效应对处
置各类突发灾害，因灾死亡人数同比
大幅下降，防汛抗洪抢险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效，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防

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局地成灾风
险较大。

黄明强调，要完善重大汛情雨情
灾情和台风滚动会商机制，强化局地
突发性灾害性天气和洪涝灾害监测预
警，及时提醒社会公众防灾避险。要
拉网式排查灾害风险，及时整治消除
各类致灾隐患，预判可能发生重大险
情时，果断疏散转移受威胁群众。要
突出抓好消防安全工作，集中开展电
气火灾和人员密集场所专项治理，坚
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发生。

应急管理部部署防汛救灾应急管理部部署防汛救灾

本报北京 8月 28 日电 （吕倩）
日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人寿”） 在京港两地同
时举行 2018 年中期经营业绩发布
会 。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 2018 年 上 半
年 ， 中 国 人 寿 营 业 收 入 达 人 民 币
4071.72 亿元，同比增长 1.4%，保费
收入达人民币 3604.82 亿元，同比增
长4.2%，新业务价值为人民币281.6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 34.2%，市场份额继续稳居行
业第一。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2018 年 上 半
年，中国人寿在行业外部形势发生较
大变化的情况下，主动调整业务结
构，大幅压缩趸交保费，首年期交业
务和短期险业务快速发展，个险渠道
业务快速增长，银保渠道价值贡献不
断提升，团险渠道发展更加多元，发
展质量明显提高。

中国人寿半年业绩量质齐升

本报北京8月 28日电 （记者李
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
钧在日前召开的全国社保局长会议和
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座谈会上表示，上
半年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
展，参保扩面任务完成过半，社保基
金运行平稳向好，社保基金监管和防
范风险能力持续提升，社保待遇水平

不断提高，社保扶贫在助力打赢脱贫
攻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据悉，上半年，全国基本养老、失
业、工伤三项基金总收入为 2.65 万亿
元，同比增长19%，总支出为2.15万亿
元，同比增长18%。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投资运营稳步推进。截至6月底，全国
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11.5亿人。

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1.5 亿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陈炜伟）
国家统计局 8月 27日发布数据，1至
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 17.1%，增速比 1 至 6
月份放缓0.1个百分点。在41个工业
大类行业中，32 个行业利润总额同
比增加，9个行业减少。

新增利润主要来源于石油、钢铁、
建材、化工等行业。数据显示，1至7月
份，新增利润较多的行业主要是：石油

新增利润 1145.1 亿元，占全部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新增利润比重为 20.1%；
钢铁 1139.5 亿元，占 20%；建材 797.5
亿 元 ，占 14% ；化 工 721.1 亿 元 ，占
12.6%。这些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66.6%。

“总体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深入推进，工业利润持续快速增
长。”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经济效益处
处长何平说。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