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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的气质凸显“进”的空间广阔
——从基本面看中国经济发展潜力

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投资增速平稳回升、出口继续保持增长……今年以来，无论是从宏观政策调控空间
看，还是从微观企业运行态势看；无论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看，还是从已发布的经济数据看，市场需求
巨大，发展韧性更足，中国经济“稳”的气质更加凸显，未来发展天地必将更加广阔。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柬埔寨国家博物馆馆长贡维列

近日在金边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说，“一带一路”倡议为柬埔寨和中国
及其他亚洲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带
来很多新机会。

贡维列说，自“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以来，他多次受邀前往中国参
与文化交流活动。“我去了中国很多
次，参加展览、会议、论坛等多种文
化交流活动。因为‘一带一路’，我
们交到很多中国朋友，我们之间有
很多交流。”

贡维列说，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柬埔寨和中国的博物馆有了更多
机会来加强文化交流，两国的考古学
家也因此能够开展更密切的合作。“4
月底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我们有15件精
品文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殊
方共享’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
品展上展出。”

“为了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我们又精选了十件文物
到中国展出。这是一次盛会，是柬埔
寨展示文化和文明，与其他国家分享
在文化保护方面经验的好机会。”贡
维列说。

本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聚焦亚
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的主
题，旨在传承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璀
璨辉煌的文明成果，搭建文明互学互

鉴、共同发展的平台，增强亚洲文化
自信，促进亚洲协作互信，凝聚亚洲
发展共识，激发亚洲创新活力，为亚
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提供精神支撑。

贡维列说，从柬埔寨国家博物馆
的游客情况就能感受到柬中人文交
流的活力。“近年来，中国游客增长非
常迅速。几年前大部分是欧美游客，
但是现在来柬埔寨国家博物馆参观

游览的各国游客中，中国游客最多。
我们计划出版中文版游览指南，并专
门培养会讲中文的讲解员。”

谈到柬中两国未来在文化领域
的交流合作，贡维列表示，希望能够

推动柬埔寨和中国的博物馆之间更
广泛更深入地合作，并希望能够看到
两国专家在柬中关系的历史方面开
展更多研究与合作。

（新华社金边5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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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促亚洲文明交流
——访柬埔寨国家博物馆馆长贡维列

5月11日，在南非比勒陀利亚，执政党非洲人
国民大会（非国大）主席、南非现任总统西里尔·拉
马福萨在计票结果公布后鼓掌庆祝。

根据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11日公布的计票
结果，非国大在2019年南非大选中获胜。计票
结果显示，非国大得票率为57.51%，反对党民主
联盟得票率为20.76%，经济自由战士党得票率
为10.79%。 新华社/美联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赢得大选

巴基斯坦一酒店遭遇恐袭
已致3死3伤，4名武装分子全被击毙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5月12日电（记者蒋超）
巴基斯坦警方12日表示，11日发生在巴基斯坦
西南部俾路支省瓜达尔市一家名为“珍珠洲际酒
店”的袭击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4名武
装分子已全部被击毙。

3名武装分子11日企图闯入瓜达尔市一家
酒店，遭警卫人员拦截后向警卫人员开火，随后安
全部队将酒店封锁。俾路支省内政部长米尔·齐
亚·朗高说，事发时酒店中没有外国人。

被巴基斯坦政府取缔的恐怖组织“俾路支解
放军”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宣称制造此次袭击。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12日发表声明谴责
这起恐袭事件，表示“巴国家及安全部队将击败恐
怖分子，政府决不会允许他们的阴谋得逞”。

这是11日遭武装分子袭击的巴基斯坦瓜达
尔市“珍珠洲际酒店”。 新华社/法新

贸易紧张局势
推动避险货币走强

据新华社纽约5月11日电（记者刘亚南 罗
婧婧）受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和围绕伊朗核协议的
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影响，本周外汇市场避险需求
上升，推动日元和瑞士法郎等避险货币走强，澳元
等高风险货币走软，美元指数则在美国降息预期
影响下小幅下跌。

尽管美元是传统避险货币，但由于市场预期
美联储可能会因经济前景变差而降息，导致美元
在本周先扬后抑。与前一周收市点位相比，本周
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汇率变化的美元指数下
跌约0.2%，至97.33左右。

美银美林的分析报告认为，如果贸易紧张局
势进一步升级，外汇市场波动可能会显著加大。
如果贸易紧张局势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促
使美联储降息，美元将走软。

印度计划今年7月
发射“月船2号”探测器

新华社新德里5月12日电（记者胡晓明）印
度空间研究组织日前发布消息说，印度将于今年
7月9日至16日发射第二个月球探测器“月船2
号”，该探测器将携带14个有效载荷或研究装置，
计划9月6日前后在月球南极区域着陆。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网站介绍说，“月船2号”
重达3800公斤，包括轨道器、着陆器和月球车3个
模块，这3个模块将分别携带8个、4个和2个有效
载荷或装置，但未说明其具体任务和目标。目前所
有模块已准备就绪。据介绍，如果“月船2号”按计
划成功在月球南极区域着陆，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将
成为第一个让探测器在月球南极登陆的机构。

“月船2号”是印度第二次月球探测任务。印
度曾于2008年10月成功发射首个月球探测器

“月船1号”，它携带11个有效载荷，获得大量图
像和探测数据。

叙利亚政府军发动进攻
收复多个反政府武装据点

这是5月11日在靠近叙利亚哈马省省界的
纳布德村拍摄的叙利亚政府军士兵。

据叙利亚媒体11日报道，叙政府军当天在叙
西北部收复多个反政府武装据点，将战线推进至
反对派武装大本营伊德利卜省省界。 新华社发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
进，中国经济结构继续朝着优化、调
整、升级的方向发展。

这两天，上海举办了“中国品牌
日”系列活动，一个个企业以创新打
造品牌，用品牌开拓市场的生动故
事正在上演。

参加这一活动的创维集团，去
年海外市场营业额超过100亿元，
其中智能电器产品营收同比增长
60.7%。创维品牌部部长李钊感
慨：“这正是由于企业坚持研发创
新，打造自主品牌。未来我们将继
续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

从产品经济到品牌经济，从物
美价廉到价值链高端，企业“拥抱”

品牌，呈现出消费升级和供给升级
的双重特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
强身健体的重要途径，这将带来产品
和企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中国
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王孝松说。

中国经济发展“质”的变化，正
愈发清晰——

制造业投资增长明显。一季
度，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4%，增速比全部投资快5.1个百
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9.3%，比全部投资快13个百分点；

出口凸显高技术含量。前4个
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2.97 万亿
元，增长4.5%；一季度新兴服务进

出口4580亿元，同比增长12.6%，
高于整体增速10个百分点；

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一季度服
务 消 费 占 最 终 消 费 的 比 重 为
47.7%，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
几乎成为消费的“半壁江山”……

高质量的发展来自科技创新。
今年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增速继续高于规模以
上工业整体增速。

高质量的发展也来自活力释
放。一季度，全国日均新登记成立
企业1.65万户，全国累计新增减税
3411亿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加大知识产
权保护，改革举措不断走实走深。近期，一系列消费数据的公布，让

人眼前一亮——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国内

旅游接待总人数1.95亿人次，按可比
口径增长13.7%；

一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达到
2.24万亿元，同比增长15.3%；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额同比增长超过40%；

一季度，餐饮收入突破1万亿元，
增长9.6%……

消费亮点频现，正成为中国经济
稳定运行的“压舱石”。一季度，最终
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5.1%，
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巩固。

消费稳住了经济增长基本盘，投
资、出口两驾“马车”也在发力——

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稳步回升，同比增长6.3%，增速比去年
全年提高0.4个百分点，“稳投资”效应
进一步显现。

前4个月，我国出口5.06万亿元，
同比增长5.7%。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

峰说，尽管我国出口面临一定下行压
力，但外贸总体稳中有进的发展势头
没有改变。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共同
发力，助力中国经济在2019年实现良
好开局。

一季度中国经济“成绩单”凸显
“稳”的气质：经济增速同比增长6.4%，
与去年四季度持平，特别是3月份主要
经济指标明显回升，好于市场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
晋斌说，在外部环境严峻复杂、经济面
临下行压力背景下，中国经济取得这样
的成绩来之不易。事实证明，“六稳”政
策有力推动了中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不少国际机构也对中国经济前景看好。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
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背景下，中
国成为唯一被上调今年增长预期的主
要经济体。IMF总裁拉加德评价说，

“世界需要中国，全球经济增长离不开
中国的持续发展。”

打开思路，就是一片新的天地。
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超4亿

中等收入群体的购买力……这样
的巨大潜力无疑成为中国经济独
具的底气。

这样的潜力不仅被国内企业看
好，也成为吸引国外企业的“磁石”。
沃伦·巴菲特就明确表示，中国是个
大市场，“我们喜欢大市场”。他还
表示，未来15年，公司可能会在中国
市场进行更大规模投资。

放宽眼界，瞄准高质量发展，就
能找到新的广阔发展空间。

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欧盟、东
盟、韩国、俄罗斯等出口分别增长
14.2%、13.4%、7.7%和9.1%，“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拉动作用明
显。瞄准“一带一路”沿线，外贸企
业的国际布局正变得更加多元。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城际交通、物流、市
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乡村
振兴、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精
准和有效投资，将让整个经济形
成良性循环。

政策的效应，正在让中国经济
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

新个税法实施，进一步下调
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费率，24条
稳消费、扩消费政策“礼包”出台
……一系列政策让消费潜力进一
步释放；

稳投资政策以补短板为重点，
加强重大项目储备，撬动社会资本
特别是民间资本……一系列实招将
为投资企稳提供强劲支撑；

落实好稳外贸政策，鼓励企
业开拓新兴市场，加大高技术、高
附加值产品出口，鼓励发展贸易
新业态、新模式……外贸做大做
强指日可待。

“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的良好态势不会改变，最重要的是
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认真做好
自己的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2 日电
记者 于佳欣 陈炜伟 王雨萧）

“三驾马车”齐发力
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A

供给侧改革效果显
结构优化“焕新颜”B

办好自己的事
打开发展新天地C

聚集中国经济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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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起，美方启动对2000亿
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当
天在华盛顿结束的第十一轮中美经贸
高级别磋商传递出中方一贯而坚定的
立场：加征关税解决不了问题，合作是
中美唯一正确选择，但合作是有原则
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决不让步。

1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
战略研究院举行的中美贸易关系专题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表示，中国有决心、
有底气、有信心应对一切挑战。

加征关税如“七伤拳”
害人更害己

“加征关税对两国企业都有影响，

但对美国企业伤害更大。”社科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说：

“从数据分析，如果美国一意孤行，对所
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将会极大推
高美国国内物价水平，造成通货膨胀，
这无疑是打出害人害己的‘七伤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算了笔账：美方对 500 亿美元
和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时，
清单中超过70%是中间品和投资品。

“这么大的比重，关税最终自然也会由
美国企业、消费者和农场主来承担。”

专家一致认为，贸易战的溢出效
应蔓延全球，对全球秩序、规则、贸易
体系和供应链都带来严峻挑战，甚至
会对全球和平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强调不要用关税手段，彼此诉
求要平衡，这不仅是中国的要求，也是各国
面对贸易不合理要求作出的理性选择。”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
研究室主任东艳道出了专家的共同心声。

原则底线寸步不能让
平常心看待边打边谈

“此次美方提出的要求涉及中方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是底线，决不
能让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
事长魏建国说，一个成功的协议必须
确保双方都能大部分满意，彼此都要
做些妥协让步。如果仅仅一方满意，
而另一方的关切未被尊重或照顾，这

样的协议即便达成，执行起来也不会
长久甚至会被推翻。

“大国之间有摩擦是正常的，中国要
对此适应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中国人
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说。

专家表示，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巩
固中美经贸合作上，中方立场始终没变，两
国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下相向而
行，以对话而非对抗方式解决核心分歧。

“相信在巨大的合作利益面前，美方
也看得非常清楚，贸易战解决不了中美
经贸分歧。”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
所所长梁明表示，虽然升级关税令人遗
憾，但相信双方都对中美经贸关系未来
抱有希望，中美实现合作共赢，符合两国
人民愿望，也符合全世界愿望。

坚定办好自己的事
应对挑战有底气

应对挑战，中国有信心，也有底气。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水泉

说，历经 70 年风吹雨打，中国既有深
厚实力和巨大潜力，也有强大抗打击
抗风险能力，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
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应对挑战，中国有决心，也有行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

晋斌说，事实证明，在稳中有变的环境
下，“六稳”政策是确保宏观经济行稳
致远的重要“法宝”。要继续坚持这一
政策，重点是稳预期、稳信心。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原则底线决不让步 中国有实力应对各种挑战
——业内专家评析中美经贸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