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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树树花花开开
□ 明风

“我与济宁高新区”征文
E-mail : jngxqb@163 .com

4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
布了2018年一季度宏观经济
数据。初步核算，我国一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198783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 . 8%。分产业看，第三产业增
加值增长7 . 5%，增速远超第
一、第二产业。一季度我国新
登记企业达到了132万户，日
均新登记企业1 . 47万户，新
的市场主体在大量增加。

今年一季度，高新区增
加了多少新的市场主体？引
进了多少高大上项目？工业
总产值又同比增长了多少
呢？我们一起来看看高新区

的一季度成绩单吧。
西安高新区今年一季度

市场主体呈现“井喷”：新发
展各类市场经营主体4 7 0 4
户，较去年同比增长47 . 79%。
其中：内资私营企业3649户，
同比增长61 . 67%；外资企业
33户，同比增长83 . 33%；个体
工商户 1 0 2 2户，同比增长
12 . 56%。

今年一季度，杭州高新
区(滨江)招商引资实现“开门
红”：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 8
家，同比增长55 . 6%，增资项
目14个；新引进的项目中，主
导产业项目数占比75%；实际
利用外资19472万美元，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的25 . 22%；浙
商创业创新到位资金18 . 17
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25 . 02%。

大连高新区前三个月经

济增速保持了7%。其中工业
增加值增长8 . 4%，同比提高
9 . 3%，延续了自2017年一季
度以来持续回升态势；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平稳
较快发展，一季度实现收入
268 . 9亿元。一季度，大连高
新区引进了世界500强及行
业领军企业项目5个，对46个
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
目逐个“过堂”，经进一步梳
理细化，将年度投资计划由
58亿元增加到64亿元。

2018年济南高新区财政
收入继续保持了高质量发
展、高速度增长的态势，一季
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1 . 2亿元，同比增长20 . 8%。
其中，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
的比重稳中有升，前三个月
税收收入完成28 . 3亿元，税
收比重达到91%。

一季度济南高新区市场
新增主体1968户，累计达4 . 6
万户，纳税企业3 . 3万户；现代
服务业实现快速增长，1-3月
份，第三产业累计实现区级收
入18 .9亿元，同比增长36 .8%。
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以及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
等行业与去年同期相比都有
较大幅度的增长。

今年一季度，贵阳高新
区企业注册登记567户，注册
资本562010万元，超额完成
37户，同比增加50户。新增的
567户企业中，全程电子化办
理登记注册手续的达342户，
占比达60 . 32%。开工亿元以
上项目6个，总投资39 . 78亿
元。3月 1 4日，贵阳高新区
2018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累
计完成53 . 43亿元，超额完成
一季度贵阳市下达目标任

务。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宝

鸡高新区新引进亿元以上产
业投资项目12个，协议投资
总额93 . 44亿元，实现到位资
金64 . 92亿元，其中省际到位
资金39 . 72亿元，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27%。

今年一季度，咸阳高新
区实现工业总产值212 . 1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 . 5%；
实现营业总收入 2 1 3 . 9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6 . 9%；
实现工业增加值88 . 5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18 . 2%；完
成进出口总额1 . 1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13 . 1%；各
项经济指标保持高速增长。
引进项目3个，总投资23 . 5
亿元。 (来源“中高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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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的花开了，开的一
树灿烂。

春天是烂漫的季节。
阳春三月，最先开的是

杏花。花瓣很白，洁白如雪，
花托是暗红的，搭配在一起
很耐看。

对杏花的喜爱已是多
年。记得高中时，在某篇文言
文的注释中有一句诗：杏花
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当时坐
在课堂上的我，就开始想象，
那将是怎样的一种诗情画
意。上学那会，流行“摘抄
本”，每每遇到与杏花有关的
诗诗句句，，自自己己都都会会记记录录下下来来，，对对
文文学学的的热热爱爱也也是是从从那那时时培培养养
起起来来的的。。

金金戈戈铁铁马马塞塞北北，，杏杏花花春春

雨江南。有关杏花的诗句，也
多写的是南方。其实，杏花并
不是江南的特色，在北方、西
北都有，但杏花春雨江南就
是了！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
枝红杏出墙来”，竹篱短墙，
或者黑瓦白墙，一枝红杏从
墙里探出，正好借了墙的景，
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
间。

“红杏枝头春意闹”也是
写实，周末，到洸府河公园踏
青，晴朗的阳光下，蜜蜂飞来
飞去，满枝的杏花开得挤挤
挨挨，伴着一声声清脆的鸟
声，确实有些闹腾。

杏花开不了几天，一场
疾风骤雨，草地上就落了一
层花瓣。北方，杏花开的比较
早，一般在阳春三月，“桃花
开，杏花败，李子开花杏下
来”，等到桃花开的时候，杏
花已经败了，白白的花瓣，干
干的，薄薄的，像一地撕碎的
纸屑，有些淡淡的凄凉。那

时，桃花已经开满枝头，桃花
比杏花妖娆，粉粉的红，红的
有点卖弄。

7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阳
光明媚的春天，烟花三月，和
大学好友组团，一起报了苏
杭三日游。然而三月的江南，
杏花已经基本谢去，街头巷
尾正是玉兰花开的时节。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
玉兰。

如果要欣赏玉兰花，苏
州园林真的是再合适不过
了。拙政园里就有一处建筑
名为“玉兰堂”，庭院深深，雅
致幽静，传说是明代著名书
画家文徵明作画之所。我去
的时候，院子里面几棵漂亮
的玉兰正在怒放，在一片绿
意盎然中开出大轮的白色花
朵，芳郁的香味令人不忍离
去，我不禁闭起眼睛在树下
深呼吸。

玉兰花散布在江南的大
街小巷。她们优雅的开，沉静
的落，宠辱不惊。它的绽放是

那么的安静，一树洁白的花
朵，像雪、像云，像飞卷的浪花。

不知不觉，三月已走远，
又见人间四月天。当温暖的
阳光迎上我的脸庞，我突然
爱上了这季节的更替。因为
它够清净，我可以感受到时
间的辗转，甚至听到岁月的
呼吸。荒芜与繁盛之间，我依
稀看到了生命的成长与倔
强，一切美好，都以不偏不倚
恰到好处的姿态存在。

正如自己前几日，无心
在鱼缸里扔下了几颗小小的
莲子，没想到仅仅一周时间，
黑不溜秋的莲子就发出嫩绿
的芽儿，长出长长的茎，努力
的向上生长，穿过水面，如今
已铺展开几片小小的莲叶。

每天清晨，我都要静静
的坐在窗前，看它们一会，平
静的水光中，浮动着我梦中
期待的白莲。

四四月月的的风风吹吹来来，，阳阳光光洒洒在在
花花前前。。如如此此美美好好而而珍珍贵贵的的四四月月
天天，，莫莫负负春春光光，，莫莫负负春春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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