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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2月 28日发布 2016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经济增
长到结构调整，从社会保障到百姓生活，
公报呈现了“十三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新面貌。透过大量的数据，记者
梳理了其中的三大亮点。

亮点一亮点一：：经济增长提质经济增长提质

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
长6.7%。在增速背后，中国经济质量提升
脉络清晰。

公报显示，从产业结构看，2016年服
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8%，比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快1.1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重达51.6%，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

从需求结构看，消费保持较大贡献。
2016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4.6%，比上年提高 4.9个百分点，比资本
形成总额高22.4个百分点。

从能效水平看，2016年，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了5.0%，说明消耗
了较少的能源生产出了等量的国内生产
总值。

此外，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2016年
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比上年末

提高1.25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1.2%，提高1.3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提
升。 2016 年，全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94825元人，比上年提高6.4%。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增长质量
提高。针对经济结构演变的规律以及当
前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
积极采取措施，在‘去’和‘补’上同时发
力，在存量和增量上同时用劲，努力推进
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结构出现了积
极变化。”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说。

亮点二亮点二：：动能转换加快动能转换加快

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新旧动能
转换至关重要。从公报发布的数据来看，
中国经济新动能正在加快培育：

——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2016年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3.2%，其中农村地区
普及率达到 33.1%；移动互联网接入量
93.6亿G，比上年增长 123.7%；互联网上
网人数 7.3 亿人，增加 4299 万人。2016
年，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26.2%；快递业
务量达312.8亿件。

——新产业新产品快速成长。2016
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10.5%和 10.8%，
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 4.5和 4.8个
百分点；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产量
增长51.8%，新能源汽车增长40.0%，工业
机器人增长30.4%。

——创业创新势头良好。全年研究
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15500亿元，比上年
增长 9.4%。全年授予境内发明专利权
29.5万件，比上年增长15.0%，境内有效发
明专利拥有量突破100万件。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传统动能减弱，
新动能亟须培育推动的形势，党中央、国
务院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促进
创新有序健康发展，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以调动微观主体积极性，不断深化

‘放管服’改革以激发经济活力，新的力
量、新的动能不断发力，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不断提高。”李晓超说。

亮点三亮点三：：群众福祉增强群众福祉增强

改善群众生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公报显示，过去一年，我
国着力增进群众福祉，取得积极成效。

脱贫攻坚方面，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
（2010 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

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 4335万人，比上年
减少 1240万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8452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8.4%，增速比全部农村居民收入快 2.2个
百分点。全年全国农村地区建档立卡贫
困户危房改造158万户。

社会保障方面，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
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2501万人、375万人和 8257万人，享受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和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分别
为1480万人、4577万人和497万人。全年
资助5621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
助3100万人次。

此外，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2016
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比上年
下降0.5个百分点。全年全国城镇棚户区
住房改造开工 606万套，棚户区改造和公
租房基本建成658万套。

“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
总体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民生优先，
努力拓宽增收渠道，大力增加公共服务供
给，奋力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着力提高教
育质量和公平，织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
网，居民生活进一步改善。”李晓超说。

□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何晓源

我国将构建“快进慢游”的旅游交通网络，更加
方便游客出行、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

这是记者2月28日从交通运输部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的。

“快进”是指依托高铁、城铁、民航、高等级公路
等构建“快进”交通网络，提高旅游通达性和便捷性；

“慢游”是指建设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慢游”
交通网络。

《关于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若干意
见》日前由交通运输部、国家旅游局、国家铁路局、中
国民航局、中国铁路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六部门联
合印发。意见提出，到 202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结
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突出、服务优良的旅游交通
运输体系。

意见从大众旅游对交通运输的新需求出发，在
增加旅游交通供给方面，增开旅馆列车等特色旅游
专列，统筹开发利用公路沿线及自身资源，支持发展
海上邮轮旅游、内河游船旅游、水上游艇旅游，鼓励
支持航运企业拓展邮轮旅游航线，鼓励开发空中游
览、航空体验、航空运动等。支持运力闲置的客运班
车向旅游包车转型。

在改善旅游交通服务方面，鼓励机场、车站、码
头等客运枢纽拓展旅游服务功能，高速公路服务区
增设游憩、娱乐、购物等功能。

在提升旅游交通服务质量方面，推进不同运输
方式的客运联程系统建设，提高联网、联程、异地和
往返票务服务水平，推广设立异地城市候机楼，推进
空铁联运服务，完善全国汽车租赁联网，实现一地租
车、异地还车。

意见高度重视旅游交通安全，要求健全旅游客
运驾驶员、船员培训、考核、监督机制，完善房车准驾
制度；健全旅游交通应急预案，监督旅行社必须选择
具有合法资质的旅游运输企业和车辆承接旅游团
队，并签订规范的包车合同。

□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齐中熙

2月28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农博园的工作人员在温控大棚内管理蔬菜。
近年来，位于江苏中部的淮安市通过引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方式，开发建设“科研+生产+加工+观光”模式的农

业科技示范园区，打造集农产品生产、农业技术研发推广、观光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农业科技示范园35家，推动当地农业产
业提档升级。

新华社 发（周海军 摄）

记者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获悉，3 月 1 日 12 时 28 分，三峡电
站累计发电量突破 1 万亿千瓦时，
成为我国第一座达成这一目标的水
电站。

三峡电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
水电站，安装 32台 70万千瓦和 2台
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
量为 2250万千瓦，单机容量和总装
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年设计发电
量882亿千瓦时。

作为世界最大水利枢纽工程，
三峡工程兼具防洪、发电、航运等
多重效益。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
工建设， 2003 年首批机组投产发
电。2008年三峡工程右岸电站最后
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三峡工程
初始设计的左右岸电站 26台机组全
部投产运行。2012年包括三峡地下
电站在内 6 台机组的三峡电站全部
机组建成投产。

2014年，三峡电站全年发电988
亿千瓦时，创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世
界最高纪录。截至目前，三峡工程已
连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十四年。

2003 年 首 批 机 组 投 产 发 电 以
来，三峡电站发出的强大电流就源
源不断地输送至华中、华东和南方
十省市，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清洁能源。

□ 新华社记者 谭元斌

统计公报呈现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三大亮点 我国将构建“快进慢游”
旅游交通网络

三峡工程累计发电
突破1万亿千瓦时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2月 27日宣布，为
响应国务院减税降负相关政策，根据 2017年行业
发展情况、协会履职需要以及会员数量和结构的
变化，计划对 2016年底之前加入协会的会员总体
减免2017年度年会费5000万元。

基金业协会 2月 27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理
事会第二次会议暨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根
据会议的决定，协会将通过调研等方式充分听取
会员意见后形成具体减免方案，提交理事会审议
确定。鉴于私募投资基金服务业务管理办法即将
发布，理事会希望相关会员机构将减免的会费用
于购买外包服务，提高专业化运营能力，促进社
会就业。

此外，2017年协会将继续推动基金法精神落
地，维护各类会员公平竞争权利，完善自律规则
体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REITs、
ESG （环境、责任和治理） 投资和养老金政策等
制度研究，拓展行业发展空间，促进行业可持续
发展，完善从业人员管理，打造专业化特色行业
服务。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对企业的减税降
负工作。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
要进一步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为实体经济
减负。

□ 新华社记者 王都鹏 刘慧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计划
2017 年减免会费 5000 万元

黄勇华、章碧瑟：

本院受理原告黄

泽春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原 告 黄 泽 春 提 起 上

诉。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闽 0902
民初 2127 号民事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

为送达。

福建省宁德市
蕉城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

刘美顺、何时华：
本院受理原告陈增长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均已审理终结，本院
判令被告刘美顺、何时华返还原告陈
增长借款本金 61000 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从 2016年 1月 7日起算至借款
付清之日止，月利率按 0.5%就算）。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闽
0902民初 6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
上诉于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

黄润平：
本院受理（2017）闽 0902 民初

106号原告郑华忠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自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举证期限自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

本商行遗失福建增值税普
通 发 票 ， 发 票 代 码 ：
3500162320， 发 票 号 码 ：
00262836，声明作废。

霞浦县中坤家具商行
2017年3月3日

本店遗失2013年7月18日由宁德市蕉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350902600155267，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九都禄周摩托配件店
2017年3月3日

袁芳芳 沈建中夫妇
遗失儿子沈梓豪的出生
医 学 证 明 ， 证 号
Q350308301，声明作废。

挂失人：袁芳芳 沈建中
2017年3月3日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福鼎市鹏腾装饰装潢有限公司 2017年 2月 21日的股
东会决议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债
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吴家勇
联系电话：13163859888
联系地址：福鼎市桐城建工宿舍1栋1梯501室

福鼎市鹏腾装饰装潢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吴家勇 副组长：姚晓媚

2017年3月3日

本单位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屏南县支行开户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L4036000034201，声明作废。

宁德—陈田500千伏 II回路屏南段电网建设指挥部
2017年3月3日

公

告

遗失
声明

租赁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7年 3月 24日上午 10时在福安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一层会议室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为：1、福安市城
北街尾 1号沿街 11号店面三年的租赁使用权。2、福安市城南
街道南郊过境路 1间店面三年的租赁使用权。3、大众小车壹
辆。4、福安市城南街道东大路 57号沿街 4间店面三年的租赁
使用权。5、福安市富春路京都花园别墅A栋1号沿街一层2间
店面及地下室壹年的租赁使用权。咨询、看样、报名、保证金缴
纳时间截至2017年3月22日下午5时止。

联系电话：0593-6508588
联系地址：福安市冠后路华联园4号楼4B201-1号

福安市阳头广场北路10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福建德佳拍卖有限公司

二0一七年三月三日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福安市友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2月23日的股
东会决议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债
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谢绍光 联系电话：13850341636
联系地址：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城北棠兴路 424

号瑞景名仕城12幢1层29号
福安市友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谢绍光 成员：陈品文 游胜辉 高少霞2017年3月3日

公告
根据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2015）霞执字第 960

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和霞浦县人民法院（2015）霞执字
第 960号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我局将黄建生、
柳海滨名下坐落于霞浦县松港街道东兴社区福宁大道
66号帝景公寓A2楼601室的房产土地依法办理变更登
记至谢秀玲名下。请黄建生、柳海滨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霞国用（2013）第5269号和

《房屋所有权证》霞房权证松港字第20132197号到霞浦
县国土资源局办理注销登记。逾期按《土地登记办法》
第六章第五十条第三款和《福建省城市房屋产权登记条
例》第二十七规定，直接以注销。

霞浦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2月28日

股权转让公告
刘守荣、郑祥宁拟将所持有的福建省

祥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全部转
让。如对本次股权转让行为有异议的单
位或个人在本次公告发布期内可向本次
公示联系人提出异议。同时，本公司债权
人及债务可在本公告发布期内向本公司
办理申报债权债务登记，逾期视为放弃其
权利。公示期：自登报之日起至2017年4
月2日止（30日为限）。

联系人：陈德 ，电话：18688811526
福建省祥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日

通告
福建省霞浦县水门卫生院

职工康进余、林祖安，以上两名
同 志 ，因 各 种 原 因 至 今 未 返
岗。限定你们自登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返回本单位上班，
逾期不回，将按相关规章制度
处理，一切后果自负。

霞浦县水门卫生院
2017年3月3日

尊敬的客户：因配改工程、主网检修、故障消缺需要，拟对下列线路进
行停电，请停电范围内各用户做好准备。若遇下雨等特殊天气，可能取消
相应区域停电。在停电期间，线路随时可能停、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
当遵守《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攀登变
压器台架及杆塔或者涉及用电安全事宜，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
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否则，将自行承担法
律责任。

计划停电时间：2017-03-10 07:00-17:00，线路名称：10kV工坛 II线开
闭所工坛Ⅱ线 903开关至 10kV工坛 II线 979线#2环网柜工坛 II线 979线
II分支901开关，停电范围：东侨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专)、重汽集团福建专

用车有限公司(专) ，工作内容：配改工程；
计划停电时间：2017-03-10 07:00-17:00，线路名称：、10kV金冠配电

站，停电范围：蕉城南路古溪新村、宁川南路金冠花苑1至3号楼、富春西
路俊杰良园A、B、C幢、蕉城南路立业大厦，工作内容：配网检修；

计划停电时间：2017-03-10 ，线路名称：08:00-18:0010kV 鹤峰Ⅲ线#
019杆至#019-1-1杆，停电范围：八斗弄、建新路，工作内容：配改工程。

欢迎关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微信（微信号
sgcc-fj），并绑定用电户号，可快速查询停电信息、日（月）
电量、缴费提醒等。

报修服务电话：95598 ；
查询网站：www.95598.cn

国家电网宁德供电公司
2017年3月3日

龚奶锋、张丽萍夫妇遗失儿子张龙浩的出生医学证
明，证号M350088763，声明作废。

挂失人：龚奶锋 张丽萍
2017年3月3日

本 公 司 遗 失 营 运 证 ，证 号 ：
350982002149，车牌号：闽J25180，声明作废。

福鼎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日

本人遗失购房合同，合同编号：G—2000—0171
（MF—2000—NO0109218），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剑峰
2017年3月3日

遗失
声明

停 电 通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