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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流市，广西东南部一块生机勃勃的投资热土，闪耀着美丽的光芒。2017 年，北流市委、市政府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认真按照“1568”工作思路，扎
实开展“三个年一活动”，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17 年财政收入完成 24 . 86 亿元，增长 8 . 23% ；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24 亿元，增长 8 . 1% ；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 426 . 3 亿元，增长 17 . 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12 . 4 亿元，增长 10 . 2%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和总量稳居广西各县市前列，经济保持着强劲
的发展势头。

项目建设舞起发展龙头

2017 年，北流市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稳步
增长的主抓手，强力推进“三个年一活动”106 个
项目和中央、自治区、玉林市层面 131 个重点项
目建设。12 个总投资 45 . 6 亿元的镇镇通二级
路工程项目全面启动，天津亿联、三环透水砖、
帝森科技、宏邦二期等 37 个重大项目开工建
设，甘新路改扩建工程、印塘圭江大桥、陶瓷小
镇一期、柯顺电子等 27 个重大项目竣工并投入
使用。

园区经济是项目建设的主阵地。2017 年新
开工建设的北流家具产业园、中国—东盟农产
品深加工产业园、农民工创业园为北流经济发
展增添后劲。全年新开工的锂电池新能源项目、
路宝水泥、帝森科技、三环透水砖、通华手袋等
工业项目 29 个，涉及电子、环保建材、包装、食
品加工等多个领域。其中农民工创业园共引进
企业 18 家，其中 15 家已开工建设，柯顺电子已
竣工投产。家具产业园中 10 公里长的家具大街
于 2017 年底前顺利开街，2017 年北流工业园
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348 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
85 . 92 亿元，完成工业项目实际投资 33 . 8 亿元，
税收 12 亿元。

招商引资筑巢引凤来

充分依托毗邻珠三角面向东盟的地缘优势
和北流异地商会企业家的人缘优势，创新招商
方式，采取“定点”“驻点”招商，招“本地商”
和以商招商。 2017 年共组团外出招商 33 次，
分赴河南、江西、浙江等 17 个省市开展招商
引资活动，同时通过陶博会、玉博会、东盟博
览会、广西农业投资洽谈会和一系列招商推介
会等，积极宣传推介北流，全年成功签约了 77
个项目，投资总额达 230 亿元。“招大引强”
硕果累累， 2017 年共引进上市公司 2 家：深
圳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50 亿元建设北
流宝能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北京东方园
林文旅集团投资 20 亿元建设北流全域旅游投
资建设运营项目。引进中国 500 强企业 1 家：
天津亿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10 亿元
建设北流亿联建材家居五金城项目。引进深圳
市淘珠管理合伙企业、河南神鹏实业集团、广
州市帝森建材有限公司、浙江颐高智慧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深圳利康食品有限公司等 5 家行
业发展龙头企业。

改进工作作风推行“现场工作法”

全区县域经济发展大会暨年中工作会议在
北流顺利召开，北流家具产业园大街三个月建
成开街，民乐镇农民工产业园“三通一平”迅
速推进，北宝二级路改一级路项目顺利开工，
无不彰显着北流发展速度，无不体现着北流经
济发展的活力。

为确保引进的重大项目落地建成，北流市
不断优化服务环境，大力实施处级领导包联重
大项目责任制，全面推行“现场工作法”，由
市四套班子领导亲自带头深入现场，现场发现
问题、现场研究问题、现场出会议纪要解决问
题，真正做到情况在现场掌握、决策在现场形
成、矛盾在现场化解、成效在现场检验、形象
在现场树立。建立绩效“二次分配”机制，对
在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表现突出、工作优秀的
干部适当提高绩效奖金标准，大大激发了领导
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和热情。开展治庸治懒问
责大行动，严肃查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严格问责追责损害发展软环境行为，并把
问责结果纳入考核评优、干部选拔任用范畴，
以严格问责倒逼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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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布鲁塞尔 3 月 11 日电(记者王子
辰、帅蓉)美国准备开征钢铝关税，欧盟对此
有“两手准备”：一方面自恃“盟友”，要求
美国豁免；另一方面划定产品清单，准备实施
报复性反制。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来看，因美
国钢铝关税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可能加深
欧美之间的矛盾。

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的委员塞西莉亚·马
尔姆斯特伦 10 日与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
特希泽会面，讨论钢铝关税。然而，会面结
束后的各方表态显示，欧盟不仅不知道能否
豁免高关税，甚至连如何取得豁免的具体程序
都不清楚。

“见过美国代表，欧盟仍对特朗普的关税
摸不着头脑。”一家德国媒体如此评价。

上述会面结束后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就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在贸易上对美国十分
苛刻。“如果欧盟解除针对美国产品那些骇人
的贸易壁垒和关税，我们会跟着取消……否

则，我们会对(欧盟)汽车等产品征税。”
面对强硬言论，不少欧盟高级官员打出

“感情牌”。他们强调，欧盟是美国的朋友、
盟友，对美国国家安全没有威胁，不应被列入
征税对象。

同时，欧盟也打出“反制牌”。欧委会主
席容克先前表示，欧盟会针对美国钢铝关税做
出坚定的、与美方行为相称的回应，包括征收
报复性关税，可能涉及哈雷-戴维森摩托车、
波本威士忌和李维斯牛仔裤等。

单从贸易数字看，欧盟预备反制的商品
价值远低于钢铝产品。不过，这些产品清单
的选择却用意深刻，意在向美国施加政治压
力。

哈雷-戴维森摩托车产自美国威斯康辛
州，该州众议员保罗·瑞安正担任众议院议
长；波本威士忌产自肯塔基州，该州参议员米
奇·麦康奈尔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李维斯牛
仔裤则代表美国时尚潮流，去年在欧盟市场销

量同比增长 20% 。
欧盟知名经济学家、原欧委会经济顾问安

德烈·萨皮尔分析，现阶段，欧盟希望通过向美
国政治上敏感的选区施压，来影响美国政府的
决定。

欧盟不是第一次对美采用这种策略。 2002
年欧美钢铁贸易纠纷时，欧盟选择的报复性征
税清单包括佛罗里达州出产的水果，而当时该
州州长正是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
什。

如今，欧盟准备“故技重施”，似乎已
经有所收效。瑞安公开表示担忧贸易战后
果，敦促白宫收手；麦康奈尔也表示，担心
新关税对美国民众和企业的影响。

在贸易领域之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
未来同样成为不少欧洲政界人士关注的焦
点。他们担心，钢铝关税“大棒”之下，作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秩序最重要的纽
带，欧美关系正面临重重挑战。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2
日电(记者孙丁、胡友松)美
国的政治体制已被金钱腐
化，美式民主让民众失望。美
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
盛顿分社社长、国际问题专
家威廉·琼斯近日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琼斯认为，美国民众对
美国政治感到不满，他们认
为华盛顿所谓“政治精英”并
不代表人民的声音和利益。
“许多人觉得自己的日子还
没有十几、二十年前过得
好——— 物价上涨、收入下降，
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养老金不
足以让他们安度晚年。”

琼斯说，美国政客得以
上台并不是因为他们众望所归，而是因为背后有
财阀的支持，如来自华尔街、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
的资金的支持。政客上台后要回馈从财阀手中获
得的政治献金，势必要从政策角度予以倾斜，成为
财阀谋取更大利益的棋子。“这实际上是一个有缺
陷的体系，美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已经在金钱的
腐蚀下崩塌。”

琼斯指出，一些想要有所作为的人也不得不
在美国政治的潜规则面前低头，很难独善其身。以
美国国会为例，如果不学会与他人搞好关系，议员
们就没有机会获得下设委员会的职务，也就意味
着不会在国会获得实际影响力。

谈及美国政党内部、政党之间的分歧和斗争
及背后动因，琼斯担忧地说，现在整个美国都处于
“惶惑不安的状态中”，民主概念已被颠覆，当选者
不代表民众福祉，美式民主让民众失望，美国的政
治体制在让金钱掌舵后已经失去了有效性。

琼斯说，党争、不作为、金钱政治等种种因素
导致了美国民众普遍对政治反感，许多人不愿去
投票，认为手中的选票没有意义，选民在美国政治
体制中的分量越来越轻。

《华盛顿邮报》2017 年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
民众对美国政治的消极态度正在加剧，对政客及
其办事能力的不信任感正在蔓延，越来越多的人
怀疑美式民主。

琼斯说，美国政治制度的上述现状让社会和
民众变得消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没
有公民的积极参与，社会就无法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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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就财务省篡改文件向国民道歉
日本国内各方表达强烈不满，要求安倍内阁辞职

新华社东京 3 月 12 日电（记者姜俏梅、
王可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2 日在首相官邸
就财务省篡改文件一事向国民道歉，并委派
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查明真相。当天，财务省
篡改文件的行为遭朝野政党多方谴责，同时
引发民众示威，要求安倍内阁辞职。

日本财务省 12 日在向国会提交的调查报
告中承认，森友学园“地价门”去年遭曝光
后，财务省对 14 份相关文件共 310 处进行了
篡改，其中包括删除安倍夫人安倍昭惠及多
位政治家的名字。麻生当天召开记者会，承
认财务省下属机构篡改“地价门”文件并表
示道歉。他说，修改文件主要目的是为了和
时任理财局局长佐川宣寿在国会上的答辩保
持一致。

对此，安倍说，篡改文件一事“动摇了
民众对于整体行政部门的信任，作为行政长
官负有责任。向国民深表歉意”。他同时表
示会推进调查，彻底查明原因。

在野党则批评认为，财务省的调查报告
并未说明到底是谁指挥篡改文件。部分在野
党议员认为，安倍去年 2 月曾在国会声称，

如果自己或家人牵涉森友学园问题他将辞去
首相职务和议员身份，财务省恰好在此时篡
改文件，很可能是揣度首相意图的结果。

在野党希望之党玉木雄一郎称此事堪称
“历史污点，麻生必须辞职”，而且今后在
野党将会讨论对安倍内阁提出不信任决议

案，并将要求国会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
立宪民主党参议院国会对策委员长莲舫则

要求安倍昭惠必须到国会作证。
与此同时，执政党内部也出现不满声音。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说，这是无法用
“失误”来解释的重大问题，难以想象。自民
党第一副干事长小泉进次郎也认为自民党应承
担起责任，查明此事。

日本市民组织当晚在国会门前和首相官邸
周围举行大型抗议示威，要求安倍内阁总辞
职。

日本广播协会 12 日公布的舆论调查结果显
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较上月下跌两个百分点
降至 44% ，不支持率上升 4 个百分点至 38% 。

森友学园“地价门”事件近日愈演愈烈。
本月 2 日，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财务省
近畿财务局在“地价门”丑闻中出具的土地买
卖相关审批文件或被篡改。迫于压力，财务省
8 日向国会提交相关文件复印件，但未就篡改
文件一事给出明确结论。日媒 9 日报道，近畿
财务局负责与森友学园谈判部门的一名职员于
几天前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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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月月 1122 日日，，在在日日本本东东京京，，日日本本财财务务
大大臣臣麻麻生生太太郎郎（（中中））召召开开记记者者会会，，承承认认““地地
价价门门””相相关关文文件件内内容容被被篡篡改改。。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 3 月 12 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
布万国际机场，救援人员查看出事客机。当地时
间 12 日下午，一架载有 71 人的客机在尼泊尔首
都加德满都降落时急转弯冲出跑道并引发大火。

尼泊尔警方证实，已确认至少有 49 人在客机起
火事故中遇难。 新华社发

一架客机在尼泊尔降落起火

飞机上共载有 71 人

已致至少 49 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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