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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量被视为经济“晴雨表”。今
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稳中向好，特别
是新型产业加速发展和居民消费活
跃，带动企业用电持续较快增长。

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
社会用电量 5534亿千瓦时，同比提高
5.8%。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光伏元件
制造、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增长均
超过 50%，显示出中国经济新动能不
断壮大，新消费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新区域”领跑电量增长

“4月份全国发电量增速进一步提
高，西南、中南等地区发受电量增速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近
日举行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
上，新闻发言人孟玮一开场就拿用电
数据“测量”经济“温度”。

从用电等实物量指标运行情况
看，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延
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分地区看，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统计，1至 4月，西藏、内蒙古、广西、
湖北、安徽、海南和新疆的全社会用电
量增速均超过10%。

“过去是东部和沿海发达省份用电
‘跑得快’，现在已经改为西部和中南部
省份‘领跑’电量增长。除了基数较低
因素，主要是脱贫攻坚、‘补短板’等拉
大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有城镇化率
和居民家用电器水平提高，以及原生态
环境带动旅游消费增长。”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行业发展部副主任叶春说。

5月，西藏林芝，雅鲁藏布江沿线
多处工地如火如荼。海拔 3000 米的
高原，工人们正忙碌着拉林铁路朗县
站牵引变电所施工和设备基础浇筑。

中铁电气化局拉林铁路四电工程

指挥部副指挥长白小伟说：“今年以来
拉林铁路大规模施工，铁路隧道、桥梁
等 3月份集中开工，用电量增加较大。
下半年全线 17个站房都要招标开工，
用电量还将继续增加。”

中电联数据显示，前 4个月，西藏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提高18.3%，增速居
全国首位。

“新动能”不断壮大

中电联数据显示，4月份，制造业
日均用电量达到近5个月最高值。

“工业和制造业用电量平稳增长，
数字化、信息化相关行业用电增速超
前，反映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
快，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实现较快增
长，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稳步推进。”叶

春表示。
4月份，风能原动设备制造、光伏

设备及器件制造、新能源整车制造、互
联网数据服务的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40.35%、64.21%、50.5%和58.99%。抢
眼的数字背后，是高技术及其装备制
造业亮点频现。

全长 138 米的自动化生产线，包
含 48台套高端智能装备，人、机、物料
全部实现互联互通。这是徐工集团自
主研发的国内首条感应供电的旋挖钻
机柔性生产线。

徐工集团坚持加强研发，实现了
智能化、数字化“蝶变”升级，今年以来
密集推出新产品，仅 3月份，徐工品牌
出口就超过1亿美元。

“前4个月徐州地区装备制造业订
单满满，企业生产稳定，用电同比增长

60.37%，一些小型装备制造企业 4月
份用电量增幅高达98.54%。”国网徐州
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李颖表示。

“新消费”蓬勃快速发展

据中电联统计，1至 4月，第三产
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提
高10.5%和 10.9%，成为全社会用电量
增长的最主要拉动力。互联网信息与
数据服务、交通运输及仓储物流、住宿
餐饮等行业用电量增速均表现亮眼。

电力数据折射出当前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速。一大
批企业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发现
新蓝海。

吉林白山市抚松县，一座现代养
殖场里，生猪享受着高科技“待遇”。
由京东数字科技提供的巡检“机器
人”，可通过智能摄像头“识别”猪脸，
从而“估算”胖瘦控制饲料投放；同时

“分辨”猪声，以监控疫病降低风险。
湖州织里，几天前举行的淘宝直

播“亲子节”，24个小时通过直播平台
累计销售童装30万件。

不断改变的生活方式，线上线下相
融合的消费场景，个性化、智慧化的消费
新趋势，正激活庞大的国内需求市场。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1至 4月
网络零售提速，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同比增长22.2%，完成快递量同比
增长24.8%。

“近14亿人口的超大内需市场，大
众消费升级态势明显。”清华大学中国
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
说，“新消费孕育着经济增长的新动
力，将给中国经济注入更多信心和韧
劲。”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壮大“新动能”蓬勃“新消费”
——从用电量感知中国经济的温度与亮度

工人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西沙城乡西沙城村附近荒山上的光伏发电
场巡查并网线路（5月13日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青岛 5月 23日电 我国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23日
在青岛下线。这标志着我国在高速磁
浮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高速磁浮列
车可以填补航空与高铁客运之间的旅行
速度空白，对于完善我国立体高速客运
交通网具有重大的技术和经济意义。

高速磁浮课题负责人、中车四方
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丁叁叁介绍，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先进轨道交通”重点
专项对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
统进行了部署，目的是研制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工
程化系统，形成我国高速磁浮产业化
能力。该项目于 2016年 7月启动，由
中国中车组织，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具
体实施，联合国内 30余家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共同攻关。

丁叁叁介绍，经过近三年的技术
攻关，课题团队成功突破高速磁浮系
列关键核心技术，车辆、牵引、运控通

信等核心子系统研发取得重要阶段性
成果，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试验样车作为高速磁浮项目研发的
重要环节，是高速磁浮的“实车级”试验
验证平台。通过试验样车，可对高速磁
浮关键技术及核心系统部件进行验证和
优化。试验样车的下线，为后续工程化
样车的研制打下了技术基础。

据了解，围绕高速磁浮项目，中车四
方股份公司目前正在建设高速磁浮实验
中心、高速磁浮试制中心，预计今年下半
年投入使用。同时，5辆编组时速600公
里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的研制目前也在
顺利推进中。按照计划，时速600公里高
速磁浮工程样车将在2020年下线；2021
年在调试线上开展系统综合试验，完成集
成验证，形成高速磁浮工程化能力。

高速磁浮具有速度高、安全可靠、
噪音低、震动小、载客量大、耐候准点、
维护量少等优点，可以填补高铁和航
空运输之间的速度空白。

上图 在青岛拍摄的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下图 参观人员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上参观。 均为新华社发

我国时速我国时速600600公里
高速高速磁浮试验样车下线

河南省驻马店市ZMDCQ-2017-19号、ZMDY-2018-56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驻国土告字［2019］13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卖方

式出让 ZMDCQ-2017-19 号等两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相关要

求详见：“网上拍卖出让须知”及相关出让文

件；宗地出让面积以实际勘测定界报告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

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

在驻马店市中心城区内，有欠缴土地

出让金等行为的用地单位和个人不得参与

宗地竞买活动。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在

互联网上交易，登录方式：输入（http//

www.zmdggzy.gov.cn/TPFront/），进入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驻马店

市）页面，点击土地交易登录窗口，查看出

让宗地信息或参与竞买活动。凡在驻马店

市地产交易中心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

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取得该宗地《竞买保

证金到账确认书》的申请人，均可参加网上

拍卖出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

卖出让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

确定为竞得入选人。

四、申 请 人 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 至

2019年 6月 13日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浏

览或下载“网上拍卖出让须知”及相关出让

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

网上竞买。

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竞买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为 2019 年 6月 13日 17 时（竞买保

证金须按网上交易系统生成的保证金账号

缴纳）。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 6月 13日

17时。

ZMDCQ-2017-19 号宗地拍卖限时

竞价时间定于：2019年 6月 14日 10时。

ZMDY-2018-56 号宗地拍卖限时竞

价时间定于：2019年 6月 14日 10时 30分。

五、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在中国土地

市场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

驻马店市）《河南日报》同时发布。

六、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信息、时间、

内容等不一致的，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河南省·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网上

交易系统发布的信息为准。

七、实行供地合同履约保证金制度。

土地出让成交后，土地使用权竞得人应当

按土地总价款的 5%向驿城区国土资源局

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待项目竣工联合验

收后，视履约情况予以处置。合同履约保

证金不计利息。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拍卖有关时间及其他事项如

有变动，以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通知为准。

（二）拍卖出让活动结束后 3个工作日

内，竞得入选人需提交网上竞得入选人证

明和出让文件要求的相关资料进行资格审

查。经审查无误后将竞得入选人确定为竞

得人并签订成交确认书。不符合要求的，

竞得结果无效，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九、联系方式

出让联系人：闫先生

电话：0396—2957307

承办方联系人：律女士

电话：0396—2609233

数字证书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7838648654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驿城区国土资源局

2019年5月24日

宗地
编号

ZMDCQ-2017
-19号

ZMDY-2018
-56号

备注：ZMDCQ-2017-19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规函[2015]190号、驻规函[2017]105号、驻规函[2018]217号执行。
ZMDY-2018-56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规函[2019]11号执行。市政公共服务配套：公厕一座。

宗地
位置

天顺路与驿
城大道交叉
口东南侧

团结路与盘
龙山路交叉
口西南角

用地
面积
（m2）

8000.99

63143.63

用地
性质

住宅
用地

住宅用
地

出让
年限
（年）

70

70

容积率

1.6-2.6

1.8-3.0

建筑
密度
(%)

≤28

≤30

建筑
限高
(M)

50

80

绿地率
(%)

≥30

≥35

出 让
起始价

（万元/亩）

300

280

竞价
增幅（万
元 /亩）

2

2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950

18817

署名文章

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说，

人们之所以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常

常是因为自己的愚蠢。那些身体已

进入 21世纪，但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

维、零和博弈旧时代的美国政客，正

在为这一论断提供新的例证。一段

时间以来，他们轮番叫嚣“在太空竞

争中打败中国”“中国窃取美国知识

产权”等论调，还与史蒂夫·班农等过

气政客一唱一和，编造“中国想成为

全球霸主”的说辞，仿佛对美国来说

“天就要塌下来了”。

当前，零和思维顽症在美国决策

圈肆虐，一些人看到美国贸易有逆差

就肆意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看到别

国科技创新成果就污蔑别人是知识

产权小偷；看到“一带一路”的“朋友

圈”越来越大就打着“债务陷阱”幌子

四处造谣；看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

益提升就满世界污蔑中伤中国。

这些人不惜动用外交、经济乃至

军事资源，通过恐吓、制裁乃至战争

手段，试图达到“喂饱自己、饿死别

人”的丑陋目的。殊不知，这些鼠目

寸光的行为，非但不能让美国“再次

伟大”，只会让美国陷入严重自耗。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统计，从 1982 年到

1984 年，美国对日本汽车行业实施贸

易制裁，美国汽车制造业减少6万个工

作岗位，成为里根总统任内美国失业

率最高时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在 1945—1969

年、1970—1989 年、1990—2000 年这 3

个时段，美国对外制裁的成功率分别

是 50%、31%和 29%。也就是说，虽然

美国对外制裁的次数在增多，但制

裁的作用却在递减。有的美国学者

甚至认为美国对外制裁的成功率仅

有 5%。

在零和博弈的怪圈中走火入魔，

美国不断陷入战略困境，其种种做法

更是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普遍指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贸易专家威廉·赖因施指出，

如今的国际贸易是国家间的双赢合

作而非零和博弈，美国现行贸易政策

更像是 17、18 世纪重商主义政策的延

续，并不符合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现

实。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

授杰弗里·萨克斯看来：美国政府一

意孤行，采取“美国优先”的极端主义

政策，蓄意破坏国际规则，很可能让

美国“从二战后的世界领导者”变成

“21 世纪的无赖国家”。对于美国政

府当前奉行的单边贸易政策，欧盟官

员直言：“贸易政策不是零和游戏，不

是输赢之争。欧盟相信，贸易能够而

且应该是双赢。”

公平竞争、共赢合作，本该是国际

社会的基本样貌。可悲的是，美国政

客只想着“你输我赢”。身为美国白宫

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的纳瓦罗，怂恿

美国人拒绝购买任何中国制造的商

品，还用科幻甚至恐怖小说的笔调丑

化中美关系。恰如《纽约客》的评论所

一针见血指出的，“这种观点不仅是简

单化的，更是错误和危险的”。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合作是双方

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有利于两国

和两国人民，还将对世界和平与繁荣

产生巨大作用，任何错误思维和战略

误判，都有可能引发全球连锁反应。

“中美贸易紧张已经影响了全球复

苏，并正在给投资与增长带来风险。”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的担

忧值得关注。

历史上，曾有一些人醉心于霸权

地位和垄断利益，把世界拖入热战、

冷战，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

难。正是由于经历过太多痛苦和磨

难，人类倍加珍视合作共赢、谋求共

同福祉、推进世界进步。当今世界，

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越

来越成为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

体，不是部分人反对部分人，而是所

有人需要所有人。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

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

前村。”中国的发展是为了让本国人

民过上好日子，也让世界各国人民都

过上好日子，而不是要与谁“零和博

弈”。这一代表了历史正义和世界潮

流的伟大进程，是谁都阻挡不住的。

历史经验一再告诉人们，用零和博弈

和冷战思维处理国际事务，其结果只

能是自废武功、自毁长城，让美国陷

入自己制造的“战略陷阱”。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公平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零和博弈必将失败

钟 声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国土
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
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
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
布，提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实施，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
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
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
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是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重大部署。

《意见》指出，关于建立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总体要求，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
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高质量发展
要求，做好国土空间规划顶层设计，
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在国家规划体系
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国家发展规划落

地实施提供空间保障。
《意见》提出，到 2020年，基本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建立“多
规合一”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
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
体系；基本完成市县以上各级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初步形成全国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到 2025
年，健全国土空间规划法规政策和技
术标准体系；全面实施国土空间监测
预警和绩效考核机制；形成以国土空
间规划为基础，以统一用途管制为手
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到
2035 年，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基本形成
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
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富
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
格局。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发布，到2020年初步形成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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