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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5日电（记者杨俊峰） 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 5日举行省 （区、市） 系列新闻发布会，
请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
惠宁，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山西省人民政府省
长楼阳生围绕“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 开创转型发
展新局面”作介绍，并答记者问。

经济建设百业俱兴

骆惠宁介绍说，70 年来，山西经济建设实现
了由百废待兴到百业俱兴的历史巨变。

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大幅跃升，2018 年全省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68万亿元，人均GDP超过4.5
万元，分别是 1952 年的 1050 倍和 390 倍。产业结
构积极演进，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三次产业协同发
展，新兴工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71.7%，初步构建起了具有山西特点的现
代产业体系。能源基地作用充分发挥，累计生产
煤炭 192 亿吨，占全国的 1/4 以上，其中 70%外
调，覆盖全国2/3以上的省份。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2018 年底山西全省通车
公路里程 14.33 万公里，较新中国成立初增长了
111倍，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605公里。全
省客运航线252条，通达国内外214个城市，基本

形成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
科技事业成就瞩目，在能源原材料领域的创新能

力居于全国前列，涌现出了T1000碳纤维、光伏异质结
组件等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和产品。

民生环保双丰收

70 年来，山西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极度贫穷到
小康富裕的历史巨变。

骆惠宁介绍说，与 1952 年相比，2018 年全省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245 倍和 156
倍，人均消费支出分别增长211倍和129倍。上千
万老区人民摆脱贫困，到2018年底全省有41个县
脱贫摘帽，贫困人口减少到 25.5 万人，贫困发生
率下降到1.1%。

目前，山西全省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2.4%提高到20.5%。近年来每年营造林面积都
在400万亩以上，目前森林覆盖率在30%以上的县

（市、区） 达到39个，占全省1/3。
山西空气质量的改善也可圈可点。楼阳生

说，为了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山西坚持转
型、治企、减煤、控车、降尘“五管齐下”。今年
8月，全省细颗粒物也就是PM2.5浓度下降至25微
克/立方米，是近年来最好的水平。

煤炭去产能走在前列

骆惠宁说，山西是煤炭大省，曾点亮全国一半
的灯。现今，山西已走上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之路，
新兴产业快速崛起，对煤炭的依赖已经降低。

山西主动推动煤炭产业走“减优绿”之路，煤炭
去产能走在全国前列。今年上半年新能源装机占比
超过30%。近两年全省煤炭年均增长1.9%，远低于
全国增长水平，制造业年均增长9%，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生物医药、通用航空、光机电、现代煤化工等
产业集群快速挺起。按同比口径计算，2018 年煤炭
占工业比重下降 2.5 个百分点，预计到 2022 年将实
现工业内部制造业和煤炭业比重的历史性反转。

山西的动能转换明显加快。近两年山西国有
大企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8.5%，工业技改投资年
均增长 17.9%，开发区承担的转型项目投资超过
60%。2018年全省减税降费573亿元，有效激发了
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骆惠宁说，我们要通过综合改革试点，把山
西建成全国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地、非常规天然
气基地、电力外送基地、现代煤化工示范基地和
煤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山西将坚定落实好
党中央要求，为全国能源革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山西：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

穿行在世界级电影放映机群之
间，触摸百年光影印记；在或浪漫
时尚或怀旧复古的电影老爷车场景
中，随意切换演绎不同角色；走进
水帘洞，沉浸式体验 《大话西游》
经典桥段……

听朋友说西影新近建成了一座
电影艺术博物馆，兰州财经大学学
生于凡专程赶到西安。“这是一次
美妙的体验。这里承载着西北电
影的厚度，能够感受到身临电影
片 场 的 真 实 ， 触 摸 老 电 影 的 物
件，体验科技的力量，感受电影
的温度。”用了一个上午参观完
后，于凡表示她对电影的艺术有了
全新而全面的感悟。

电影老爷车“动”起来

“我们这里收藏了纵贯世界电
影发展历程的300多台电影放映设
备，保留了国内唯一仍在运行的电
影胶片洗印生产线，展示了众多经
典电影生产过程中的创作手稿和艺
术档案，还有展现光与影艺术原理
和科技魅力的互动体验设备。”在
世界电影放映机收藏博物馆，讲解
员赵爽正在热情地为游客讲解。

西影电影艺术体验中心，坐落
于具有 60 余年文艺积淀的电影圈
子·西影电影产业集聚区，由电影
老爷车博物馆、电影胶片收藏库、
大话西游奇妙屋、电影制作技术科
普体验区、电影服化道展示体验
区、世界电影放映机收藏博物馆、
光影互动体验区、西影厂史馆等功
能区组成。

走进西影电影艺术体验中心，
与电影的奇妙对话铺陈开来。入口
处错落有致地悬挂着复古电话机、
电影打板器、场记喇叭等年代电影
小物件。

魅影、V 字仇杀队、兰陵王、

佐罗、阿波罗、法老、花旦……走
进序厅，映入眼帘的是错落悬垂着
的国内外经典电影角色面具。通过
四周镜面无限反射，呈现角色造型
的光影艺术效果，借此致敬所有成
功塑造的角色。

在电影老爷车博物馆，《西安
事变》等众多优秀影片的重要参演
者——各式珍藏版老爷车“闪亮登
场”。劳斯莱斯、默寇利、红旗等
经典品牌轿车及道奇等军用车辆，
通过艺术化、电影化展陈方式，被
打造成为一个超级摄影棚。

居于一层西侧的电影胶片收藏
库存放了西影建厂以来的电影胶片
素材、拷贝和磁底等，也是胶片存
储、保护、修复、调配及综合利用
的专业库藏。

“体感”光影故事

走进以电影《大话西游》经典
场景为基础的大话西游奇妙屋，体
验升级，惊喜不断。五岳山、客
栈、盘丝洞、水帘洞、黑风岭、牛

魔王山寨等互动体验区，让游客与
电影亲密接触，再回摄制现场，重
温经典桥段，打开“月光宝盒”，
开启“仙履奇缘”。而奇妙屋内也
将播放电影《大话西游》的经典桥
段，让你近距离感受至尊宝与紫霞
仙子的动人爱情故事。

电影服化道展示体验区则展示
了电影服装、电影化装、电影道具
布置等电影拍摄的不同环节和流
程。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保存至今的西影各类特
技道具，还可欣赏老年妆、烧伤妆
等影视特效“妆容”，甚至能在

《红高粱》 余占鳌和九儿的酿酒坊
场景内过一把“戏瘾”。

西安市民冯君女士在配音室
体验了给电影人物配音，“虽然我
的配音不像专业人员那么好，但
是我感觉我的声音放上去是另外
一种感觉。”她觉得西安的文化确
实很深厚，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融
入其中了。

电影绿幕、威亚、拟音、配
音、逐帧……这些电影拍摄制作中

的惯用技术，在电影科普技术制作
体验区，游客可以通过自己亲自参
与体验来逐一解秘。

触摸光影历史

位于三层的世界电影放映机收
藏博物馆，收藏了 19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范围内征集
的300余台珍贵电影放映机，完整
呈现了电影放映设备从手摇到电
动、从木质到金属、从无声到有
声、从黑白到彩色的发展历程。

在光影互动体验区，参观者可
通过手持诡盘、走马盘、轮车盘
等，观看到最早被发现的动态影
像，可亲手触摸感知立体视镜等早
期电影设备，或用 100 年前的 VR
眼镜观看旅行家拍摄的立体画面，
或在娱乐翻片机中捕捉飞速旋转的
舞者影像。除此之外，也可体验到
奇幻流水、神奇魔法墙、心动指数
测试仪等带有科技感的光影互动设
备的乐趣。

三层的荣耀展墙一侧，便是星
光璀璨的西影厂史馆。西影厂史展
区通过西影所获国内外重要电影奖
杯证书、经典电影海报、电影大师
手稿、珍贵影像资料、实物道具等
展陈内容，展示西影 60 余年辉煌
发展历程以及西影人和他们的电影
逐梦故事。

“近年来，中国电影迎来发展
新高潮，我们打造以全面展示电影
历史与电影艺术、胶片电影工业发
展史、西影电影艺术成就的综合
性、互动性电影艺术博物馆为核心
的电影文化艺术公共服务空间，打
造开放共享、共荣共生的电影圈
子·西影电影产业集聚区，为推动
我国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作贡
献。”西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赵文涛说。

西影电影艺术体验中心开馆

到西影“体感”光影魅力
本报记者 龚仕建 文/图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4日晚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两国总理积极评价中德关系与合作取得的
进展。

默克尔表示，德方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期待

通过我即将对中国进行的第 12次访问，深化对华
合作，发出德中两国面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双
边关系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的积极信号。

李克强欢迎默克尔访华，并指出，在当前国
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中德面临不

少共同挑战。中方愿同德方携手努力，增进理解
与互信，深化全方位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
贸易，推动中德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两国总理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何立峰参加上述活动。

李克强应约同德国总理通电话李克强应约同德国总理通电话

北京市发改委近日公布轨道交通大兴机场线定价机制。乘客从草
桥站到大兴机场站，普通单程票价为35元，全程只需19分钟。旅客在
草桥站即可办理值机和行李托运。图为草桥站正在进行调试。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去大兴机场可在草桥站办托运

图为世界电影放映机收藏博物馆，其中收藏了300余台放映机。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9 月 5 日上午，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
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

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双方同意 10月初在华
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此前双
方将保持密切沟通。

工作层将于9月中旬开展认真磋
商，为高级别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做
好充分准备。双方一致认为，应共同
努力，采取实际行动，为磋商创造良

好条件。
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等参加通话。

新华社北京9月 5日电 （记者于佳欣、陈炜
伟）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5日表示，中美双方一
致认为，应共同努力，采取实际行动，为下一步磋商
创造良好条件。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作出上述表示。

5日上午，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
话，双方同意 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美

经贸高级别磋商，此前双方将保持密
切沟通。工作层将于9月中旬开展认
真磋商，为高级别磋商取得实质性进
展做好充分准备。

针对有媒体提问，若美方加征关税
继续升级，中方是否会如期赴美，高峰表示，中方坚决反
对贸易战升级，这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全
世界。在今天上午的通话中，双方一致认为，应共同努
力，采取实际行动，为下一步磋商创造良好条件。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

中美双方应采取实际行动 为下一步磋商创造良好条件

新华社北京9月 5日电 （记者
魏玉坤） 记者 5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中国当日与新加坡签署船舶电
子证书谅解备忘录，以促进两国登
记船舶使用电子证书，加强双方在
船舶电子证书领域合作。

备忘录全称为 《中国与新加坡
关于推广、接受和使用电子证书的
谅解备忘录》。根据这一备忘录，中
新两国海事部门同意在电子证书的
签发、使用和接受方面进行合作，
共同探讨如何实现通过两国“电子
证书”数据交换，促进在船舶通关
作业和港口国监督检查过程中应用
电子证书。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曹德胜
在当日召开的中新海事高官会议上
介绍，船舶证书作为航运通关作业
中的关键文书资料，实施证书电子
化可以提升航运口岸通关速度，减
轻航运企业和船舶负担，有效改善
通关效率和口岸执法效能。

曹德胜表示，中新双方在船舶
电子证书领域开展合作，是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落
实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的示范项
目，将协力打造更有实质性的双
边海运经贸关系，共同引领和推
进电子证书在全球航运业界的应
用进程。

中国与新加坡加强船舶电子证书合作

本报电 全国首架融资租赁采
用异地监管模式的飞机日前降落在
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云南红土
航空公司以“租赁贸易”方式引进
1架空客320-251N型飞机，该架飞
机按照“进出口大型设备 （租赁飞
机） 异地委托监管”程序办理进口

通关手续，不再需要经停天津东疆
综合保税区，从法国直飞昆明。

据企业测算，按该模式租赁飞机
可以帮助企业节约各项费用10万元
以上，同时飞机可以提前 12 个小时
到达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空公司可
以提前一天将飞机投入商业飞行。

首架融资租赁异地监管飞机落地云南

2019东亚海洋博览会日前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幕，来自60余个国
家和地区的600余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图为观众在博览会上参观、拍摄
一款水下勘察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东亚海洋博览会在青岛举行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的有关规
定，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人选，
任命贺一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于2019年12月20日就职。

总理 李克强

2019年9月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19号

据新华社柏林9月 5日电 （记
者任珂、张远）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组织的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 2 日
至 5 日访问德国，与德国相关政府
部门座谈，并向当地普通民众介绍
新疆的发展现状。

2 日下午，交流团在慕尼黑与
德国巴伐利亚州内政部座谈。交流
团向德方介绍新疆近年来的发展，
尤其是中国政府提出“社会稳定、
长治久安”的新疆工作总目标，通
过综合施策，新疆近 3 年未发生一
起暴力恐怖事件，经济社会平稳发
展、游客人数不断上升，社会风气

发生可喜变化。
4 日，交流团在柏林与德国外

交部国际司和亚太司的负责人进行
座谈，就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和职
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情况等内容展
开了广泛讨论。

4 日晚，交流团团长、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
程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 《中国
新疆文化保护传承和旅游事业蓬勃
发展》 专题讲座，吸引了近 100 名
德国听众参加。

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一行 5 人
还包括来自新疆的基层官员和学者。

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访问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