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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州路立交主线
提前开放通行
明月湖大桥南桥开始摊铺沥青

文昌路改造提升工程昨“双喜临门”

“扬州瓦刀”筑起千幢百米高楼
创造闻名全国“深圳速度”，具备同时承建80幢30层以上高楼能力

在深圳，以江苏华建为主力军的扬州建筑大军累计建成2000多项工程———

上半年中国GDP增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18961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同时，居民
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稳中向好，经济结
构继续优化。

“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
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支撑经济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积累增多， 为实现全年经
济社会主要发展目标打下良好基础。”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但也要看到，外部

环境不确定性增多， 国内结构调整正处于攻
关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持续扩大有效需求，积极应对外
部挑战，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引导稳定社会预
期，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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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18961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8％， 二季度增长6.7％， 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6.7％至
6.9％的中高速区间。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
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331亿元，同比
增长10.6％。其中，税收收入91629亿元，同比增长14.4％；
非税收入12702亿元，同比下降10.8％。财政收入实现两
位数增长，体现我国经济“稳”的态势稳固。税费升降之
间，印证经济结构优化、降费措施持续发力。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63元，同比名
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显示居民收
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值得一提的是，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倍差2.77，比上年同期缩小0.02，城乡收入差距继续
缩小。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609元，同比名义
增长8.8％，比一季度加快1.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6.7％，加快1.3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78.5％，比上年同期提高14.2个百分点，消费的基
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就业乃民生之本。数据显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连续3个月都低于5％，5、6月份是4.8％，这是2016年国家
统计局建立全国劳动力月度调查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8022万人，比上年
同期增加149万人，增长0.8％。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
3661元，同比增长7.5％，市场整体就业环境较好。

上半年，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12万亿元，增
长7.9％；贸易顺差9013.2亿元，同比收窄26.7％。这是自
2016年第三季度起， 我国贸易顺差连续第8个季度呈现
同比收窄态势。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2.0％，涨
幅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呈现温和上涨态势，说明
整个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点，较
上年同期回落2.7个百分点。

实体经济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制造
业投资同比增长6.8％，增速连续3个月回升，比一季度加
快3.0个百分点， 显示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的良好态势。伴
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新供给依然保持强劲增长
势头。

上半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0％，增速
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仍然保持较快增速。服务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达到60.5％，比
上年同期提高了1.4个百分点。在服务业整体支撑作用不
断提升的同时，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市场主体998.3万户、新设企
业327.4万户，同比增长均为12.5％；日均新设企业达1.81
万户。同期，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75.1万件，发明专利
授权21.7万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全国专利
行政执法办案总量同比增长29.5％， 营商环境和创新环
境进一步优化。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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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可同时建80幢超30层高楼
“上世纪80年代，深圳刚刚成立。扬州对于深圳人来

说，没有什么印象。深圳人认识扬州，是从扬州承建的建筑
开始的。”江苏华建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刚来深圳时，条件极为艰苦，但艰苦的条件吓不倒扬
州建筑大军， 扬州建筑大军闯荡深圳是带着一股激情，带
着一股豪情去的。扬州人能吃苦、能战斗，这只是一个方
面，在深圳人的眼里，扬州建筑大军更是一支对施工质量
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苛刻的队伍， 正是这最关键的一点，扬
州建筑大军才赢得了工程方的赞誉，获得了一项又一项工
程订单。”

“在深圳奋斗历程中，江苏华建树立了一座座丰碑。如
今江苏华建在深圳已具备同时承建80幢30层以上工程的
施工能力，公司目前在建100米以上高层建筑近百栋，10万
平方米以上规模工程超过30项。”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余涛 唐卫东 张孔生 文/图

B�创造闻名全国“深圳速度”
在深圳， 扬州建筑企业创下了闻名全国的5.6天一层

楼的“深圳速度”。
深圳湖心大厦是两幢24层的公寓楼， 是20多年前屈

指可数的超高层建筑。在1983年的施工过程中，江苏华建
创下5.6天一层楼的速度， 当年特区报纸也对扬州建筑大
军的“深圳速度”予以了报道，受到了全国关注 。不仅如
此，扬州建筑大军还在深圳创造了众多“深圳第一”：建成
当时东南亚第一大钟楼华联大厦， 建成当时东南亚最大
的艺术中心华夏艺术中心等。

“扬州建筑大军获得的第一个鲁班奖，也是在深圳捧
回的。”参与深圳建设的扬州人不无自豪地说。1989年，由
扬州建筑大军承建的深圳中国人民银行大厦获得了鲁班
奖，这也是扬州建筑业获得的第一个鲁班奖工程。其后，
扬州建筑大军在深圳获得了一个又一个鲁班奖。 到目前
为止，江苏华建先后获得鲁班奖23项。

A�累计建成各类工程2000多项
在5月深圳市隆重召开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上， 表彰了一批在推动深圳经济特区各项事业发展中作出
重大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会上，江苏省华建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被授予2018年深圳市“五一”劳动奖
状，成为深圳获此殊荣的25家单位之一。

据了解，江苏华建从1982年5月赴深圳开发建设，在经
济特区已走过36年发展历程，并成为深圳建筑界的排头兵，
工程质量的领头羊。目前已累计建成各类工程2000多项，约
占深圳已建工程量的1/9。历经数十年发展壮大，如今江苏
华建名列 “中国建筑业百强企业” 第22位、“中国承包商80
强”第24位，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全国建筑业先
进企业”“中国建筑业AAA级信用企业”等光荣称号。

明月湖大桥南桥
摊铺沥青，下月全部完工

明月湖大桥桥面改造升
级是文昌路改造提升工程中
又一个重点项目，昨天从工程
施工传出喜讯，经过施工人员
全力奋战，明月湖大桥南桥开
始摊铺沥青。

记者昨天在明月湖大桥

施工现场采访时看到，大桥南
幅路面虽然仍然封闭，但已经
进入了沥青摊铺阶段。在明月
湖大桥上，停放着10多辆满载
沥青的运输车 ， 在大桥的东
侧，两台压路机正在来回碾压
摊铺好的沥青。

据施工人员介绍，为减少
给市民出行带来的不便，此次
明月湖大桥改造采取“半幅施
工半幅开放”方式，并调集众
多施工机械实施集中会战，加
快工程施工速度。预计沥青桥
面保养一个星期后，将开放南
桥，同时对北侧桥面进行改造
提升。到时，北半幅将封闭施
工， 工程时间也需一个月，预
计8月份国展路到博物馆路段
将完成施工。 记者 张孔生

景观打造全面展开
未来文昌路上添新公园

记者昨天采访时了解到，
不仅真州路立交主线提前开
放通行，整个真州路立交景观
打造工程也在全面展开，未来
文昌路上又将新添一公园。

记者站在横跨文昌路的
立交主线桥上， 向下看去，美
丽景观尽收眼底。东西两侧的
文昌路中间分隔带内铺设草

坪，西北斜坡上一株株造型各
异的榆树层层叠叠，犹如扬派
盆景，树下设置的一块块水纹
石与榆树共同营造出 “山林”
意境。 西南草坪上栽种桂花，
桂花下铺设大量白色石子，与
绿色草坪搭配成“旱溪”景观，
石子为“水”，草坪为地。

据现场施工人员介绍，这

一节点的景观打造， 力求将扬
州传统的园林园艺元素融入其
中， 将扬州园林元素展示在中
外嘉宾面前。 该处景观的打造
坚持了简约原则， 立交高架侧
分带内不栽行道树， 只栽低矮
植物和草坪，以免遮挡视线。该
区域内绿化面积达4万平方米，
还设置了黄石300吨、 水纹石
500吨、滩石200吨。整个景观打
造预计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完
成。整个工程完工后，真州路立
交将成为一个大花园。

施工人员全力奋战
真州路立交主线提前通行

真州路立交建设是文昌
路上一项重点施工项目，也是
迎接省运会的一项重点工程。
昨天从施工现场传出喜讯，经
过施工人员的全力奋战，真州
路立交主线昨天提前开放通
行，车辆一路畅通。

真州路与文昌路交叉口立
体化改造提升工程， 是西区东
西向和南北向大动脉畅通工
程，共有5联箱梁，采用跨线桥
半互通， 包括新建桥梁和改造
道路两个部分。 主线桥梁起于

京华城路，上跨明月湖路、文昌
路， 止于体育公园路， 长度约
921米。主线桥和道路设计标准
均为城市主干路， 设计车速60
公里/小时，双向六车道。

据介绍，为保证工程按期
完成，施工人员开展“决战通
车”施工大会战。施工中，技术
骨干人员到工程一线蹲点，并
聘请沥青路面专家进行项目
指导， 不断优化施工方案，严
格把控各层沥青混合料施工
配合比， 对沥青砼的松铺厚

度、摊铺碾压温度、碾压机械
组合等进行实时监控，确保工
程安全质量可控……经过施
工人员全力奋战，工程项目快
速推进，计划本月完成全部施
工任务，昨天提前开放通行。

文昌路改造提升快速推进，昨天从施工现场传出喜讯，真州路立交主

线提前通行，明月湖大桥南桥开始摊铺沥青，工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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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建承建的绿景纪元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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