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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安蓓 张紫赟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了5月份中国

经济主要数据，尽管投资等个别指标出
现短期小幅波动，但“总体平稳、稳中向
好”仍是经济运行主基调。

在“稳”的基础上，新产品、新业态、
新消费、新服务等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
的经济变量，透出经济结构优化、动力提
升的新意，折射出中国经济新活力。

看产业：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主
动力

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
长8.1%，增速继续保持在8%以上的较高
水平。

服务业高速发展，是近年来我国产
业结构优化的延续。去年，服务业对国
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2%，比上年提
高5.3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7%，比第二产
业高 25.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主动力。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16年城镇
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数据显示，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比上
年增长9.3%，教育业增长11.9%，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增长 9.8%，均超过 8.9%的平
均增幅。现代服务业工资增幅较快，也折
射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

“服务业在创新发展中亮点突出，继
续领跑三次产业运行，对国民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稳步提高，成为国民经济发展
的‘稳定器’和‘助推器’。”国家统计局服
务业统计司司长许剑毅说。

看需求：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
初显

时至年中，一些电商企业掀起一轮
“抢券优惠”“降价促销”活动高潮，不少消
费者借此机会对心仪的商品放手“买买
买”。网购，已经成为公众重要消费模式。

这也是当下中国新消费异军突起的
典型表现。今年1月至5月，全国网上零
售额24663亿元，同比增长32.5%，比1月
至4月加快0.5个百分点。

近年来，作为传统三大需求之一的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消
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初显。一季度，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77.2%，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专家认为，我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升
级的关键阶段，收入提高等因素将持续
促进消费增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李伟说，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模
式创新，消费潜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总
体上仍有望保持两位数增长。

看创新：新经济为中国注入新动力
摩拜单车近日宣布登陆全球第 100

个城市——英国的曼彻斯特。摩拜单车
创始人兼总裁胡玮炜介绍，曼彻斯特是
摩拜单车进入的首个亚洲之外的城市，
摩拜单车的新目标为2017年内拓展至全
球200个城市。

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新产品，正为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统计显示，5月份，高技术产业和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1.3%和
10.3%，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 4.8
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同时，符合消
费升级方向的新兴产品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1月至 5月，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

长50.4%，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增
长20.8%。此外，旅游、文化、体育、健康、
养老等幸福产业快速发展，分享经济广
泛渗透，跨境电商、在线医疗、共享单车
等新服务模式不断出现。

彭博新闻社网站近日发表题为《中
国是共享经济的未来》的文章说，在不久
的将来，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将孕育出它
自己的、以手机 APP 为基础的共享经
济。中国将成为教全世界该如何分享的
老师。

看投资：制造业增速提高实体经济
活力增强

在安徽华菱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一匝匝粗细不同、长短不一、颜色
各异的电缆码放整齐。“今年以来订单量
不断上升，尤其是特种电缆的市场需求
快速扩大。公司已在技术改造、信息化
升级等方面投入约 1200万元，正计划继
续扩大投资。”公司总经理李伦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至 5月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6%，增速比
1月至 4月回落 0.3个百分点，但投资结
构在持续改善，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所提
高，显示实体经济活力正在增强。

国家统计局投资司首席统计师王宝
滨介绍，1月至 5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
长 5.1%，增速比 1月至 4月提高 0.2个百
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22.5%。同时，基础设施投资高位运行，
短板领域投资增长较快。

值得关注的是，1月至 5月民间投资
同比增长6.8%，尽管增速高于去年同期，
但比前 4个月回落 0.1个百分点，民间投
资活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今年以来，实体经济特别是企业效益明
显改善，提高了企业投资能力和投资预
期。关键是找准发力点让民间投资增速
走出较低状态，把投资空间、潜力释放
出来。

看就业：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不断增强

“到目前，依托旗下的多种业务平
台，阿里巴巴集团支持的创业人数超过
1300万人，包括为数百万大学生和年轻
人提供创业机会。”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刘松说。

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
中国经济释放出巨大的就业容纳能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
率均在 5%以下。据相关统计，前 5个月
城镇新增就业599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22万人。

在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就业保
持强劲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结构
转型。今年1月至4月，全国新登记企业
181万户，同比增长 15.2%，日均新登记
企业 1.51万户。创业创新的蓬勃发展，
创造了大量新职业、新工作、新岗位。此
外，随着服务业发展，经济增长的就业弹
性在增强。

但与此同时，仍要关注就业面临的
结构性矛盾和就业困难群体。刘爱华
说，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约 795万，创历
史新高，大学生就业可能会面临一些困
难；但宏观经济稳中向好，党中央、国务
院采取了各种促就业的有力措施，将有
助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

新华社台北6月14日电（记者 章利
新 查文晔）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14日
在中常会宣布，决定在6月底辞去现有党
主席职务，以便于党主席移交工作尽快
完成。从 7月 1日到 8月 20日全代会召
开的这段期间，将由国民党副主席林政
则代理主席职务。

洪秀柱表示，将于即日起准备事务

性工作的移交，未来仍会在党内一起努
力，为党未来胜选共同奋斗。

当天的国民党中常会研究通过 8月
20日在台中举办全代会办理主席交接，
以及中央委员与中常委选举分别延至 9
月9日与10月1日举办。

中国国民党 5月 20日举行党主席选
举，吴敦义当选新任党主席。

新华社银川 6月 14日电（记者 靳
赫）宁夏银川市政府14日向社会公布《深
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
施意见》，今后银川市出租汽车经营权将
无偿使用，经营权期限为8年。

此前，银川市实行出租车经营权有
偿使用制度，而对于经营期限则未作规
定。今后，银川市新增出租汽车一律实
行经营权无偿使用，并且不得变更经营
主体，经营期满后需根据客运市场供求
关系实际，确定是否继续延续。现有出
租汽车已实行经营权有偿使用并未明确

具体经营期限的，自本意见实施起，全
部实行无偿有期制度，停止收取经营权
有偿使用费，在经营期限内需要变更经
营主体的，可依据相关规定办理变更
手续。

银川市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处主任谢
继忠说，实行出租车经营权无偿有期制
度有助于抑制非法炒卖、哄抬出租车经
营权价格，降低相关企业经营成本，减轻
驾驶员和乘客负担，同时也有利于政府
完善退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
行业服务水平。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记者 史竞
男）由商务印书馆历经多年打造的《新华
字典》APP（1.0版）日前正式登陆各大应
用市场。该款APP是在《新华字典》最新
纸质版的基础上开发的，是目前市场上
唯一正版《新华字典》APP。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白话释
义、用白话举例的字典，也是迄今影响最大
的权威汉语字典。自1953年出版以来，历
经10余次修订，重印600多次，发行逾5.67
亿册，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

据了解，《新华字典》APP提供了单
字、词语、汉语拼音、部首、笔画数、四角

号码等一框式检索渠道，并且支持手写、
摄像头取字和语音输入等功能，全面解
决了用户查字、输字需求。

该款APP具有两大特色功能，一是
提供了动态和静态两种标准笔顺，并支
持屏幕跟写，用户可识别、掌握3500个基
础汉字的笔画；二是由专业播音员对1万
余个汉字进行播读，用户也可以点击“朗
读”键测试自己普通话的准确性。

此外，《新华字典》APP还开发了生字
本、知识问答、汉字游戏等增值服务，并完
整收录《新华字典》最新纸质版全部内容，
提供数字版与纸质版对照查阅功能。

新华社石家庄6月14日电 河北省
纪委 14日通报称，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原
党组成员、副主任冯耀武和廊坊市广阳

区委原书记尹广泰两名干部严重违纪，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线
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数读”中国经济新活力

新华社贵阳6月14日电（记者 王新
明）贵州省纪委日前通报5起违规兼职取
酬典型问题，5名干部受到处分。

根据通报，陈勇任六盘水市化工轻
工公司副经理、经理期间，兼任六盘水钟
水民爆器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工资待遇列入该公司开支。2011 年 11
月至 2015年 8月，陈勇在钟水民爆器材
公司领取工资的情况下，又私自安排人
员为其在化工轻工公司造册领取工资共
计 11.8841万元。陈勇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并上缴违规兼职所得。

2011年至 2014年，普定县马官镇副
主任科员曾飞在担任马官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时，兼任该镇茂源自来水有限公
司经理，违规领取该公司发放的奖金、务
工补助和节日慰问金共计1.29万元。曾

飞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上缴违规
兼职所得。

2008年 10月至 2014年 8月，兴义市
工业贸易和科学技术局项目发展股原股
长黄鹏兼任兴义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
心法人代表期间，以加班、交通、通讯、项
目资料编制等补助名义从该中心领取报
酬共计 7.884万元。黄鹏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并上缴违规兼职所得。

同时被通报的还有德江县工业和
商务局工作人员兼县物资公司经理李
智违规兼职取酬问题，李智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并上缴违规兼职所得；沿河县
委政法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科科
长杜典相违规兼职取酬问题，杜典相受
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并上缴违规兼职
所得。

贵州5名干部被处分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宣布将辞党主席

银川将实行出租车经营权无偿有期制度

《新华字典》正版APP上线

河北1厅官和1区委书记被“双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