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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月 10 日电
我国高端装备“走出去”再获重要
突破。记者 10 日从中国中车股
份有限公司了解到，中国中车旗
下四方股份公司中标芝加哥 846
辆、金额总计 13亿美元的地铁车
辆项目。这是中国轨道交通装备
企业向发达国家出口的最大地铁
车辆项目。

2014年，芝加哥交通管理局
通过国际招标采购 846辆 7000系
地铁车辆，用于更换芝加哥地铁

线上的旧车，这占到芝加哥地铁
全部运营车辆的一半。中国中车
在国际竞标中最终胜出。

7000系车辆为不锈钢车体，
最高时速 112公里。车辆将按照
美国标准进行设计，并适应芝加哥
地铁小曲线、高架及严寒等特殊
的运营环境。

项目启动后，中国中车将在
芝加哥当地建厂，负责车辆的总
组装。首批车辆预计在 2019 年
交付，2020年开始投入运营。

国家统计局 3月 10日发布数据，2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 2.3%、
环比上涨 1.6%，涨幅比 1月份分别扩大 0.5和
1.1个百分点，超出市场预期。这是时隔一年半
后，CPI涨幅首次突破 2%。业内人士认为，这
主要是受异常天气和春节因素的双重影响。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
分析，春节期间鲜活食品需求增加，鲜果、猪
肉和水产品价格上涨明显，环比分别上涨
6.9%、6.3%和 6%，三项合计影响 CPI环比上
涨约 0.4个百分点。

2月中旬全国大部分地区遭遇大风降温
和雨雪天气，影响鲜菜生产和运输，进一步助
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行。

数据显示，2月份鲜菜价格环比、同比均
上涨约三成，其中环比涨幅创下 2008年 3月
以来月度最高涨幅，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84个百分点，超过 CPI环比总涨幅的一半。

此外，春运期间交通和旅游价格上涨较
多，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返乡后理发、家政服务
等行业用工紧缺，价格水涨船高，也是推动
CPI上涨的一大原因。

从历年 CPI 运行规律看，受到翘尾因素
回落等影响，2月份 CPI涨幅平稳甚至较此前
放缓是大概率事件。那么今年 2月份这种物
价涨幅的“跳升”未来会延续吗？

不少专家认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
较大、经济增速放缓，物价不具备大幅抬升的
基础。同时，尽管短期内补充流动性的操作
对 CPI带来一定上升动力，但我国继续实施
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这对 CPI的持续抬
升作用也相对有限。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司长程学斌说，从最
新情况判断，3月、4月 CPI有可能出现回落，
总体而言全年 CPI将维持低位运行态势。

截至 2月份，PPI已连续 4年处于负增长
区间，但今年开年以来，PPI 环比、同比降幅
连续收窄。

民生证券宏观分析师张德礼说，低基数
效应以及在供给侧改革预期下，上游产品价
格出现反弹是近期 PPI 降幅缩小的主要原
因。但考虑到钢铁、煤炭等价格行情的不确
定性，PPI跌幅能否持续收窄仍待观察。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10 日电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0 日发布数
据显示，今年前两月，我国汽车产
销分别实现 406.91万辆和 408.69
万辆，同比增长 3.74%和 4.37%。

分类型看，前两月我国乘用
车 产 销 355.89 万 辆 和 361.33 万
辆，同比增长 5.10%和 5.11%，增
幅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 5.81个百
分点和 3.61 个百分点；商用车产
销 51.03 万辆和 47.36 万辆，同比

下降 4.83%和 0.96%，降幅比上年
同期收窄 11.34个百分点和 18.53
个百分点。

统计还显示，今年前两个月，
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依次
是：上汽、东风、长安、一汽、北汽、
广汽、长城、华晨、江淮和吉利，上
述十家企业共销售 366.27 万辆，
占汽车销售总量的 89.62%。相
比上年同期，北汽销量小幅下降，
其他企业呈不同程度增长。

海外专家学者连日来持续关注中国两
会，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及其国际影响纷纷
发表看法。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外交秉持平
等互利的理念，实实在在地惠及与之合作的
国家。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
吹笙。”中国主张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外交
理念和实践，正赢得越来越多国家发自内心
的认同，赢得越来越多的真诚朋友。

谈起中国外交的主要特色，很多外国专
家都认为，中国始终追求合作共赢，在自身发
展的同时，带动其他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

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伦敦出口公司主
席斯蒂芬·佩里认为，中国有一个核心信念，

即播撒繁荣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益。
佩里说，中国积极与邻国共享繁荣，但也

明确主张自己的历史权利和现时权利。中国
倡议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拥抱多极化、经济全
球化和多元文化，旨在创造一个开放、包容和平
衡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造福各国。不同于个
别国家立足于保持霸权，中国主张互惠共享，并
希望这种共享能够持续并发展壮大。

缅甸工商协会副会长貌貌雷对中国主导
推动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并在互
联互通、产能合作等方面优先推进表示赞
赏。他说，中国参与澜湄合作，一定会为澜湄
地区国家发展增添力量。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
举出了很多中国推动合作共赢的具体例子：

在非洲地区，中国进口产品，促进其工农业发
展，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为非洲学生
提供中国大学的奖学金名额；在中亚地区，中
国在大型农业水利项目、交通设施建设中与
各国保持友好合作，促进地区经济技术发展；
在东南亚地区，相关国家与中国合作的高速
公路、铁路和港口建设项目陆续上马。

很多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专家都认为，
作为综合实力越来越强的大国，中国外交在
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但中国从不
以支配及扩张的姿态对待其他国家，而是平
等相待，真诚帮助。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通讯社卡巴尔通讯社
社长库班内奇别克·塔巴尔季耶夫认为，在世
界范围内，如叙利亚、朝鲜半岛和阿富汗等事

务中，中国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吉尔吉斯斯坦著名政治分析家马尔斯·

萨里耶夫认为，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不是建立
在支配或是统治基础上的。“中国在非洲非常
积极地建设基础设施、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
建起公路、铁路和学校。这是构建对外关系
的道义之举，这也获得了非洲国家的欢迎。”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斯图尔特商学院
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也认为，“一带一
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能从中国得到专
门技术，还能从丝路基金等机构得到资金援
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他同时表示，中国实
行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外交政策，这
有助于减少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据新华社首尔 3月 10 日电
10 日在韩国首尔四季酒店举行
了“阿尔法围棋”与李世石五番棋
对决中的第二局，人工智能“阿尔
法围棋”再次击倒李世石。

比赛结束后，韩国棋手刘昌
赫九段评价说：“李世石在很多局
部战斗中，没有按自己的棋风果
断下棋，好像他在心理上有所畏
缩。看上去，‘阿尔法围棋’棋行
有些弱，但是它判断形势和计算
的能力很强。”

李世石赛后说：“今天从序盘

开始，我一直没有领先过。昨天
对局后，我仍认为‘阿尔法围棋’
存在弱点，但今天我的想法有所
改变，我完败而‘阿尔法围棋’完
胜，它下得完美。”

此前，在 9日的首局人机大战
中 ，李 世 石 输 给 了“ 阿 尔 法 围
棋”。人机大战 11日休息一天，12
日、13日将进行第 3、4局比赛，14
日再休息一天，15日双方举行第 5
盘比赛。本次比赛即使一方率先
取得 3胜，也要下满 5盘。本次赛
事获胜一方奖金 100万美元。

合作共赢促繁荣 平等相待赢人心
——海外专家积极评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节日需求与异常天气推升2月份物价

时隔一年半，CPI涨幅首破2%

我国出口发达国家
最大地铁订单签订

前两月我国汽车产销
均突破400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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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声喧哗中一言九鼎 做负责的新闻 在信息洪流中披沙拣金 做我们专注的事情

河南日报

春涌中原，风正帆悬。2016年全国两会开幕之际，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河南日报“金水
河”客户端，经过98天的紧张筹备，已于近日试水启航。

“鼎中原、联世界”——“金水河”将深耕河南，放眼全国，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坚守党端定位，彰显时政风格，突出地域特色，以变革的
勇气书写新闻人在新时期的操守与情怀。

实干、创新、开放的河南，正尽全省之力拼上去。“金水河”将秉承党报传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正面宣传为己任，努力当好时代发
展的记录者，当好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或激昂奔涌、波澜壮阔，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伴随着“金水河”的川流不息，河南声音将更加响
亮，河南故事更为动听，河南形象也将愈发精彩。

有着67年历史的河南日报，正奋力遨游在“互联网＋”的辽阔蓝海中，期待和新技术擦出
璀璨的火花。本客户端将汇集深邃的文字、鲜活的照片、生动的视频于一炉，尝试用新鲜的、易
读的、好看的方式，标注大省脚步，诠释改革内涵，凝聚前进力量，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
省奔与走，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鼓与呼。

网络信息浩瀚如海，做加法易，做减法难。本端将致力于服务好目标用户，做专而精的产
品。这里，大事、趣事精粹在手，在信息洪流中披沙拣金；这里，有贴心的政务服务，也将有实用
的移动办公平台。让广大党员干部、财智人群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是本端的初衷和目标。

刚刚试运营的“金水河”，还步履蹒跚，风景还不够壮美，但我们坚信，以习总书记对新时期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的48个字为指针，有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为背景，有媒体人不懈创
新的努力做依托，假以时日，她必将潮涌大河，发出铿锵之音！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搏击风浪！

河南日报金水河客户端试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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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

她是省级党报的崭新形态

她是媒体融合的积极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