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下行压力下，前三季度全省GDP同比增长
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来之不易。

形势很严峻，问题很突出，成绩鼓舞人，很值
得琢磨：这个增速到底是怎么拼出来的？梳理一
下省委书记郭庚茂的讲话，我省稳增长保态势的
基本脉络，清晰显现。

去年年底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今年
经济工作的核心。4月27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
议，面对GDP增速回落至7%，提出新要求。6月30日，
省委九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对稳增长保态势的形势、任务和要求进行阐述。8月
28日，全省重点工作推进落实省直座谈会上，对打好
稳增长保态势攻坚战作出指示。9月28日，省委召
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传达李克强总理考察河南
时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随后又召开全省稳增长保
态势经验交流会，提出新要求。此外，在其他场合，

郭庚茂多次就如何稳增长保态势有过重要论述。
郭庚茂说，成绩不是等出来的，不是喊出来

的，只有走对路、用对招、想对法，扎扎实实把事情
做好做实，自然就会有效果了。这句话恰好能够
解释一年多来河南主动适应新常态的积极作为。

一、认识
清醒地研判了形势。郭庚茂指出，越是困难的

时候，越要把准方向、做对事情。一招不慎可能影响
全局，一时错过可能长期被动，河南这么大块头，如
果不能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就难以如期实现
全面小康目标，甚至会拖全国的后腿。

正是由于站位全局、着眼长远，才能更加理性
客观、冷静思考。郭庚茂指出，要正确对待新常态
下的机遇和问题。对发展前景要充满信心，经济
调整期也是分化重组期，挑战与机遇并存，必须抢
抓机遇、变中取胜；对问题不能回避，我省正处于
爬坡过坎、攻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回升向好的

基础还不稳固，稳增长保态势是事关全局的首要
任务。对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要未雨绸缪、
正确对待、认真解决，决不能被问题吓住。

二、对策
遵循规律、顺势而为，确定了有效的思路举

措。人心齐，泰山移。为集聚全省力量拼上去，省
委号召动员全省力量，齐心协力、顽强拼搏，打赢
稳增长保态势攻坚战，实现河南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为国家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在此基础上，坚持调中求进、改中激活、转中
促好、变中取胜，以开放招商“一举求多效”、新型
城镇化“一发动全身”、深化改革“一优带百通”、科
技创新“一招上水平”，着力扩大增长点、转化拖累
点、抓好关键点、控制风险点、抢占制高点。

出台了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30条、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16条、财政支持稳增长18条、
稳增长保态势 25个重大专项工作方案，对稳增长

保态势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安排部署。
以产业发展为目标，调转结合，加快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加快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和米字
形快速铁路网建设，优化发展硬环境；创新驱动，加快
发展“互联网+”、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改革
攻坚，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内在动力活力。

三、方法
坚持与时俱进、创新求实，把工作抓到了点子

上。郭庚茂强调，特殊时期要有特殊办法，具体困
难要有的放矢。召开专题会，请市县就工作谈经
验；看产业集聚区发展典型做法；让省直部门教方
法，让干部互学互鉴，互促互进。结合“三查三保”
活动，强调干部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落实“三准
三专三聚三提”，提倡干事既要有热情还要讲科学。

思路正确是发展的前提，科学决策是进取的
保障。为全国大局作出更大贡献，需要我们一如
既往，奋力前行。⑧8

□本报评论员 王华岗

当前两种现象值得深思。一是“网易版标
题”：有人说，世界上有两张《人民日报》，一张是
正常的，一张是网易“翻译”过的。这类标题断
章取义、避重就轻、无中生有，然而一些人不以
为耻反以为荣，美其名曰“春秋笔法”。

另一种，部分作者在新闻报道中，爱用隐晦
曲折的文字，夸张浮泛的风格，拐弯抹角表述新
闻事实与观点。与其说是方便读者理解，不如说
是卖弄个人文采，也自誉为“春秋笔法”。后者与
前者性质不同，然而也是一种毛病，有必要拿来
一起分析。

所谓“春秋笔法”，即“微言大义”，由孔子首
创，是我国古代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春秋
笔法以文字隐晦、文笔婉转而尽褒贬之意，备受
史家推崇。此笔法西方史学家中甚少运用，希
罗多德《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
争史》及色诺芬《远征记》均是直书。然而春秋
笔法在文艺作品中的运用并非吾国独有，马克·
吐温因言论“部分议员是狗娘养的”遭抗议，此
兄登报更正为“部分议员不是狗娘养的”，何尝
不是春秋笔法？至于外交辞令“双方进行了坦
诚深入的交流”暗指分歧很大难成共识，更是路
人皆知的道理。盖人的思维无非直言不讳与隐
晦表达两种方式，春秋笔法并不神秘。

春秋笔法在中国史家中流传，多半受当时

政治环境限制使然，可谓不得已而为之，至于文
艺作品中运用该笔法，可以达到独特艺术效果，
另当别论。新闻即明天的历史，春秋笔法并非
不该用，事皆有度过犹不及，滥用“春秋笔法”只
会背离传播规律，在宣传效果上事与愿违。

春秋笔法并不深奥，以此卖弄如野人献
曝。“春秋笔法”并不是造原子弹，很多普通人用
得甚至比专业写手还好。大众的词汇不用，通
俗直白的语言不写，硬要煞费苦心，隐晦地、费
解地表达，似炫技以求媚，读者觉得阴阳怪气花

里胡哨，定然心头不快。
“春秋笔法”泛滥，印证价值观畸形。不敢

或不能光明正大直言不讳表达观点，祭出春秋
笔法、亮出恶搞画技，阴阳怪气嘲讽爱国热情、
诋毁政策纪律，甚至歪曲抹黑、颠倒黑白，打法
律和道德擦边球，正是畸形价值观的折射。

梁启超提倡的“新文体”，基本特征就有“平
易畅达”，满篇都打哑谜的文章能有多少战斗
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风要求“短、时、新”。
春秋笔法何罪之有，滥用泛用，世人之过也！⑧8

蜜月中的杨颖，即黄晓明
的媳妇，拿到天生美人脸的鉴
定结果后，却脸囧了。

仔细比对了杨颖公开的头
部 X 光片后，台湾整形医师谢

东颖发现她的鼻骨有明显的棒状物凸起，而人如果
没有整形，鼻骨下缘应是个平顺的凹陷，有香港整形
医师指出，“新技术用 X光也看不出刀口。”

专业人员的质疑，给杨颖想打赢多次整容官司，
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散布其整容消息的被告完全可
借用专业人员的表述，理直气壮地怀疑鉴定报告的真
实性。高科技真有以假乱真的功效，人脸识别技术够

“高精尖”和“高大上”了吧，但是赵薇老公黄有龙的司
机在公证处的人脸识别系统面前，成功冒充黄有龙办
理了委托公证证明，把黄有龙的一处豪宅卖了。

这个司机得和黄有龙长得有多相像，才能骗过被
形容得神乎其神的人脸识别技术。因为迟迟不能乔迁
新居，买主冲冠一怒上法院，这说明赵薇夫妇的房产不
止一处，暗示着他们实行分别财产所有，也就是AA制。

赵薇遭遇的“脸囧”，让人对杨颖的主动求鉴定，有
了更深的理解。赵薇不但是娱乐明星，也是投资达人，
身家早已过亿，享受生活的资本杠杠的，依然在《港囧》
里那么拼。财富量级上被“牛眼妹”赵薇甩到云端的杨
颖，倘若一直在整容的口水里前行，前途与钱途双忧。

在鲁豫、周立波、李湘等文娱明星们纷纷转战资
本市场时，杨颖的自证清白，属下下策。“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时代，正是明星们跨界发展的良机。汪
峰耳机开卖了，占据华语乐坛半壁江山的汪峰，没准
就成了耳机界的雷军，他的团队可是用小米模式来
造耳机的。⑧1 （丁新伟）

不少明年要毕业
的大学生，如今已经
开始找工作，工作“试
用 期 陷 阱 ”值 得 关
注。新华社记者调查
发现，一些工作试用
期频现程序违规、超
期设置、待遇打折等
诸多怪现象，更为某
些用人单位获取“廉
价劳动力”提供了理
由。⑧8 刘 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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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是如何拼出来的

“春秋笔法”岂可滥用

上海地铁里一男子在车厢里吐痰，面对指
责，污言秽语骂人，招来一个黑衣壮汉飞脚踹
去。于是，世界安静了？不，反而更嘈杂了。

有人说，吐痰渣男就该挨揍，黑衣壮汉是当
代之侠客；有人说，以暴制暴，打人者危害比吐痰
更大，当那一脚飞起时，故意伤害行为就发生了，
道德问题就转化为法律问题；有人对吐痰男“人
肉搜索”，公布其姓名、身份证号和正面照……

噫吁戏，妙论高哉！道理之认同，难于上
青天。咱们不妨来个假设：如果吐痰男是泰
森，壮硕得打遍天下无敌手，情况会怎么样？

看看泰森那身板，想想这家伙拳击台上几
秒钟就打倒一个壮汉，有人还敢指责吗？假设
有人指责了，泰森眼一瞪，立即回骂，有谁敢来
对其踹一脚？假设有人来踹泰森了，泰森一拳
打过来，法律又该怎么来判断泰森打人的行为？

从某种程度上说，咱们的社会道德还靠丛
林法则来维持。地铁上吐痰的渣男，瘦瘦小
小，看去并没有多大力量，黑衣男踹他一脚后，
他立即噤声，也证明他的疲软，所以，才有大
妈、大叔敢出面指责他，敢有壮汉出脚飞踹。
没有指责，没有这飞踹，不知还有多少“痰”会
吐在地铁车厢里，甚至是人的脸上。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咱们的社会道
德也正是被这丛林法则毁坏了。吐痰男之所
以敢吐痰，敢于骂指责他的大妈、大叔，仗的是
他的年轻，比起大妈、大叔有力量；估摸力量大
于吐痰男的黑衣壮汉，那一脚踹过去，不仅踹
倒了吐痰男，也踹倒了道德与法律。而人肉搜
索，是躲在暗处，仗着人多，对一些有道德问题
的人实施非法的惩处，于道德于法律都无益。

靠着这丛林法则，假设维护道德的是泰森，
那么好了，有泰森在的地方，似乎正义得到伸张
了；可假设这不讲道德的是泰森，那就坏了，不
讲公德的行为就大行其道，没人能管了。即使
有人不自量力，像黑衣壮汉那样飞起一脚，可泰
森一拳打过去，怕法律上还要说泰森这一拳是
正当防卫呢！那样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得像青
岛吃大虾的顾客一样，被威逼着接受屈辱。

对不讲公德行为，不能以暴制暴，但必须
有公正的社会治理跟上去，不然，还有更多暴
力，更多的飞脚踹过来，那样，公德问题解决不
了，法律问题随之就来。⑧8 （吕志雄）

脸囧

假如吐痰者是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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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推动能源清洁绿色发展
□刘振亚

9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大发

展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倡议探讨构建

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

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站在世界高度，继“一带一路”之后提出

的又一重大倡议，是对传统能源发展观

的历史超越和重大创新，是中国政府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联合国 2015 年后

发展议程作出的重要倡议，对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人类社会可持续

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国家电网公司作

为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

国有特大型电网企业，深入学习领会和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能源互

联网的倡议，是我们重要的政治任务和

历史使命。

一、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的重大意义

面对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世

界能源发展新趋势，习近平总书记高瞻

远瞩，提出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

中国倡议，内涵十分丰富，对于落实国家

战略、推动能源革命、应对气候变化，实

现世界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具有全

局性和战略性意义。

（一）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创新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在新时

期、新阶段作出的重大构想，是中国面向

21 世纪、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倡议，

对于保障我国战略安全、能源安全和经

济安全，促进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和

成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在实践中内涵不断丰富。

这次中国倡议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既

是贯彻“一带一路”构想的重要举措，也

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升和发展，两

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构建全球能源

互联网，必将有力促进各国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实施。

（二）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推进

能源革命的重大举措

能源革命是工业革命的根本动力。

历史上，每一次能源变革都伴随着生产

力的巨大飞跃和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

煤炭开发利用、蒸汽机发明，推动第一次

工业革命，大幅提升了生产力水平。石

油开发利用、内燃机和电力发明，推动第

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机械化和电气

时代。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将加快清

洁发展，形成以电为中心、以清洁能源为

主导、能源全球配置的新格局，实现全球

能源转型升级，引领和推动第三次工业

革命。

（三）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依托全球能源互联网，大规模、高效

率开发利用各类清洁能源，能够让人人

享有充足、清洁、廉价、高效、便捷的能源

供应，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全球能源互联网与物联网、互联网等深

度融合，将带动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

造、电动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

展，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广阔空

间和发展平台，对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

产 业 升 级 具 有 显 著 拉 动 作 用 。 预 计

2016—2030 年我国清洁能源及相关电

网每年投资达 8200 亿元，年均可拉动

GDP增长约 0.6个百分点。

（四）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形势严峻。工业

革 命 以 来 全 球 地 表 平 均 温 度 上 升 近

0.9℃。如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到本世

纪末全球温升将超过 4℃，带来冰川融

化、海面上升、粮食减产、物种灭绝等灾

害，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过去 20
年，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世界主

要经济体持续谈判，采用碳减排、碳定

价、碳交易、碳关税等方式解决问题。实

践证明，这条道路举步维艰、徘徊不前。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以清洁和绿色方

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到 2050 年清洁能

源比重将达到 80%，每年可替代相当于

240 亿吨标准煤的化石能源，减排二氧

化碳 670 亿吨。届时，全球二氧化碳排

放可控制在 115 亿吨左右，仅为 1990 年

的一半左右，能够实现全球温升控制在

2℃以内的目标。

（五）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促进

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平台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能够促进国

家间、组织间、企业间以及社会各方力量

加强合作、互利共赢。化石能源具有稀

缺性，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取之不

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依托全球能源

互联网大规模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能

够增进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将亚洲、非

洲、南美洲等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解决缺电问题，消除贫困，缩小

地区差异，抑制国际争端，让人人享有可

持续能源，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构建全球能源互联
网，加快推进“两个替代”

世界能源发展面临资源紧张、环境污

染、气候变化三大难题。解决这些难题，

必须走清洁发展道路，实施“两个替代”：

即在能源开发上实施清洁替代，以太阳

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推动

能源结构从化石能源为主向清洁能源为

主转变；在能源消费上实施电能替代，以

电能替代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

提高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电是清洁、高效、便捷的二次能源，

一次能源都可以转化为电能通过电网优

化配置和利用，终端能源消费都可用电

能替代。电能在能源系统中处于中心地

位，电网是未来各种能源生产和消费的

枢纽。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以特高压电

网为骨干网架、全球互联的坚强智能电

网，是清洁能源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开发、

配置、利用的基础平台，实质就是“特高

压电网+智能电网+清洁能源”。特高压

电网是关键，智能电网是基础，清洁能源

是重点。只有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才

能加快“两个替代”，实现清洁能源大规

模开发、大范围配置和高效率利用，加快

建设生态文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求。全球能源互联网和信息互联网都是

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互联互通、共建

共享是大势所趋。全球能源互联网就像

人的“血管系统”，信息互联网就像“神经

系统”，“神经系统”已经互联，“血管系

统”也一定能够互联。地缘政治、网络安

全等因素不会影响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发

展。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总体可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国内互联：从现

在到 2020 年，加快推进各国清洁能源开

发和国内电网互联，大幅提高各国的电

网配置能力、智能化水平和清洁能源比

重；第二阶段为洲内互联：从 2020 年到

2030 年，推动洲内大型能源基地开发和

电网跨国互联，实现清洁能源在洲内大

规模、大范围、高效率优化配置；第三阶

段为洲际互联：从 2030 年到 2050 年，加

快“一极一道”（北极风电、赤道太阳能）

能源基地开发，基本建成全球能源互联

网，在全球范围实现清洁能源占主导目

标，全面解决世界能源安全、环境污染和

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

特高压技术对于构建全球能源互联

网至关重要。特高压由 1000 千伏及以

上交流和±800 千伏及以上直流输电构

成，具有输电容量大、距离远、能耗低、占

地省、经济性好的综合优势。全球各大

清洁能源基地与负荷中心之间的距离都

在特高压输送范围内。以特高压为骨干

网架的坚强智能电网集成了现代智能技

术、信息网络技术、先进输电技术、新能

源接入技术，灵活性和适应性强，能够满

足清洁能源、分布式电源接入，智能设备

即插即用，智能互动服务等需求。

我国工程实践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

网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近年来，国家

电网公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能源“四个革命”

战略部署，推动特高压创新发展，在此基

础上提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设想，

发布了研究成果。10 年多来，国家电网

公司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发展特高压和

智能电网，取得了重大突破，实现了“中

国创造”和“中国引领”。“特高压交流输

电关键技术、成套设备及工程应用”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电网公司建

成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三交四直”7
项特高压工程，正在开工建设“四交五

直”特高压工程，建成包括智能变电站、

智能充换电网络、智能用电采集系统、多

端柔性直流等一批先进的智能电网创新

工程，电网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依托

特高压和智能电网，我国清洁能源并网

装机已达 4.82 亿千瓦，其中风电 1.08 亿

千瓦、太阳能发电 0.37亿千瓦，成为世界

清洁能源装机规模最大的电网。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符合世界电网

发展的客观规律。纵观历史进程，世界

能源发展呈现低碳、高效、大范围配置的

总体趋势，世界电网发展遵循电压等级

由低到高、互联范围由小到大、配置能力

由弱到强的客观规律。目前，世界上已

发展形成北美、欧洲、俄罗斯—波罗的海

等跨国互联大电网，我国实现了除台湾

外的全国联网，这些都将成为全球能源

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技术的进

步，2020 年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成本

竞争力有望超过化石能源；储能技术即

将实现重大突破，成本亦将大幅下降。

全球能源互联网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展望未来，全球能源互联网作为世

界最大的能源配置系统，能够将具有时

区差、季节差的各大洲电网联接起来，解

决长期困扰人类发展的能源和环境问

题，保障能源安全、清洁、可持续供应，创

造巨大经济、社会、环境价值，让世界成

为能源充足、天蓝地绿、亮亮堂堂、和平

和谐的“地球村”。

三、共同推动全球能源互
联网创新发展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符合全人类

的共同利益。国家电网公司将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大的倡议，发挥

特高压、智能电网、新能源发展方面的领

先优势，联合各方面力量，全力推进全球

能源互联网创新发展。

一是加快我国能源互联网建设。进

一步加快特高压交、直流工程建设和智

能电网发展，优化电网发展格局，把我国

电网建成网架坚强、广泛互联、高度智

能、开放互动的世界一流电网，全面提高

电网优化配置能力、安全保障能力和互

动服务水平。落实“一带一路”建设，加

快推进与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缅甸、老挝、尼泊尔、泰国等周

边国家联网工程，实现与周边国家电网

互联互通，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二是加快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依

托特高压和智能电网，加快西南水电开

发，大规模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不断

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大力推进以电代

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提高电能在终

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力争到 2020 年、

2030年，我国清洁能源装机分别达到 8.2
亿千瓦、17.8亿千瓦；清洁能源发电量分

别达到 2.4万亿千瓦时、5.1万亿千瓦时，

清洁能源比重分别提高到 16%、29%。到

2050 年，全国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

达 80%以上。

三是加快全球能源互联网技术创

新。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产学

研协同攻关，加强大容量高参数风机、高

效率低成本光能转换、大规模海洋能发

电技术，特高压海底电缆、大容量柔性输

电、特大型电网运行控制、先进储能等技

术研究。加快全球能源互联网与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终端等集成融

合，为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国家、智慧地

球提供基本平台和服务，让全球能源互

联网惠及全人类。

四是加快全球能源互联网国际合

作。在政府的组织和支持下，加强宣传

和交流，推动有关国际组织、社会团体、

能源企业、科研机构共同参与全球能源

互联网建设。加快特高压技术“走出

去”，建好国家电网公司中标投资和承建

的巴西美丽山水电特高压送出工程，在

全球范围推广应用特高压技术。推动将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作为应对气候变化

的“中国方案”，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行

动，发挥全球能源互联网在应对气候变

化中的关键作用。

发展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一项伟大的事

业。国家电网公司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倡议，开拓创新、攻坚克难，推动全球能

源互联网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实现中国

和世界能源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

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