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财经 A172015年7月16日
责编 任浩鹏 美编 李哲 邮箱 dd1966@163.com综合

“稳增长、保态势”
系列报道

就会赢拼爱

国内市场咱有建树，在国际
市场同样势不可挡。就在前不
久，由平高集团承建的印度斯如
瓦兰变电站一次送电成功，而这
也是我国第一个海外765千伏
EPC变电站项目。

“河南特高压企业是中国特

高压的排头兵。”这是行业不少
人士的看法。在肯尼亚，许继集
团承建了阿西河81兆瓦重油发
电厂项目，成为中国公司在非洲
承建的第一个重油发电厂。在
波兰，平高集团拿下400千伏变
电站及线路等3项总承包合同，

实现了国家电网公司EPC项目
在欧洲零的突破……

正如河南电线电缆行业副
会长贺明志所言，河南特高压企
业茁壮发展，在提升市场竞争力
的同时，更“为河南制造业提供
了一片发展沃土。”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17220元，
中奖总金额为251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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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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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省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总额为
13701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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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189期
中奖号码：224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3785356元
和8176810元。

“排列3”、“排列5”第15189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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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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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0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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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56405464元,1354908004.15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990368元
14603元
1227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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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销售总额为206096元,本省中
奖总金额为557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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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可技术定乾坤 外可扩展拿市场

特高压龙头“充电”河南经济

□记者 程昭华 通讯员 张燕 文/图

核心提示 | 交通上咱有米字形高铁网络，能源上河南同样有着“空中走廊”的技术优势与
实力。在国家“五纵五横”特高压骨干网架和27回特高压直流工程的远景计划下，河南电气企
业用令人瞩目的成绩给河南的实体制造行业充电，带动我国特高压项目走出去。

走进平高集团百万伏开关设
备的生产车间，巨大厂房内摆放
着整齐的巨大产品，这些长相如
同输油管道般的隔离开关，正按
照编号顺序依次码放在平台上，
进行最后的组装与测试。再过几
日，它们将离开平顶山，在锡盟-
山东特高压输电线路上，开始自

己重要的使命。
平高集团如火如荼的生产场

景，只是河南特高压设备生产企
业的一个缩影。在第11届“中国
机械工业百强企业”评选中，许继
集团有限公司和平高集团有限公
司分别以28位和48位的成绩，保
持着排名不断上升的势头。

作为平时老百姓难以接触到
的特种行业，河南特高压设备企
业在制造行业整体发展形势偏弱
的背景下，却不断取得令人艳羡
的成绩。“可以说，国内每一条特
高压输电线路和高铁线路，都离
不开河南企业的支持与付出。”电
气行业咨询师魏巨明表示。

业绩显赫 每条输电线都有河南身影

“特高压是一个看似简单，
实际却为高科技的产业。”一位
电力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之前在
特高压设备领域，基本都被西门
子、ABB、东芝等国际企业所垄
断，国内建设不仅需要付出大量
外汇购买，而且难以根据自身情
况进行调整设计。正是通过诸

如平高、许继这类企业的技术研
发和标准制定，不断突破国际封
锁，换得今日国内特高压建设的
兴起。

河南企业的技术有多牛，一
组数据可见一斑：近4年的时间
里，平高集团参与制定国家及行
业标准54项，80项新产品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27项新产品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累计获得授权
专利556项，获部级以上科技进
步奖 48项。而许继集团也在
2014年完成新产品鉴定90项，
获得授权专利205项，制定国际
标准、国家标准等各类标准13
项。

技术引领 河南企业特高压领域挑大梁

扩展海外 中国特高压走出去战略的排头兵

“这是一个不错的增长速度”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回应经济热点问题

如何看待上半年经济增速？下半年经济走势如何？GDP是否
被高估？政府债务风险如何控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
1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当前中国经济热点
问题作出回应。

上半年实现经济增长7%，
出乎有些机构的预料，实际上也
在预测的中位数附近。之所以
能够克服压力、克服困难，实现
7%的增长，主要是得益于党中

央、国务院及时地根据情况的变
化，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政
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增长速度”

一些文章说中国GDP平减
指数有些偏低，高估了GDP增长
的数据，实际上存在着对核算方
法上的一些理解不到位的地方。
我国采用的GDP核算方法是用
生产法来计算，把GDP从产业的
角度，分成一产、二产、三产的增

加值，二产可以分为工业和建筑业
的增加值，三产可以分为金融、交
通和其他服务业等的增加值，分别
算它们的增加值，然后进行加总。
总体来说，中国并没有存在平减指
数被低估、GDP被高估的情况，是
能客观实际反映情况的。

“中国不存在GDP被高估的问题”

从中国基本面的情况看，中
国经济仍然具有保持中高速增
长的动力和潜力。从经济运
行的轨迹角度来看，中国经济
增长的稳定性在提高，经济增
速在向这个阶段的潜在生产
率收敛，这是非常明显的。从

投资角度来说，上半年投资计
划的项目，二季度还没有进入
操作阶段，效应也有一个持续
释放的过程。还有一个很重
要的因素就是房地产，二季度
出现明显回暖态势，对相关行
业会产生拉动。

“下半年的经济增长或好于上半年”

股票市场、资本市场稳定健
康发展，对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
展至关重要。前一段时间股市
出现波动以后，相关部门出台了
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维
护股票市场的稳定和发展。这
些措施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这

段时间，股票市场已经出现连续
反弹的好势头。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政府有能力、有信心防止发
生区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有
能力、有条件、有信心促进股票
市场的稳定发展以及国民经济
的稳定发展。

“政府有能力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发展”

目前，包括中央债务在内的
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仍然在
60%的安全线以内。中国政府
赤字率也比较低，今年的赤字规
模是1.62万亿元，占GDP比重

2.3%，仍然远低于 3%的安全
线。总的来看，中国政府的债务
是安全可控的。中国政府有能
力、有信心守住这个底线。

据新华社

“中国的债务规模，仍在安全线以内”

由平高集团承建的印度斯如瓦兰变电站，是我国第一个海外765千伏EPC变电站项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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