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中国经济亮点
如今，每天超过1.4亿件快递运送，日均超过1500多万人次旅游出行，

高铁里程接近3万公里……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
海不拒流，故成其大。中国经济这片大海，动力奔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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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通 知
海口市美兰区廉租房周边路网项目安置户、板桥横路安置房项目原海
华轮胎厂南区5户安置户：

为顺利开展板桥横路安置房（华景苑）南区项目选房工作，请海口
市美兰区廉租房周边路网安置项目安置户（12米规划路）和板桥横路
安置房项目原海华轮胎厂南区签约编号为1、4、5、7、12号安置户（板桥
横路南区）按照以下时间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海口市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书》原件、《选房顺序号》原件到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9号中贤小区A幢二楼）开展选房工作。
选房时间：一、2019年5月27日上午9点至12点，12米规划路，协议档
案编号：A2-A8；下午15点至17点，12米规划路，协议档案编号：A9-
A16。二、2019年5月28日上午9点至12点，12米规划路，协议档案
编号：A17-A23；下午15点至17点，板桥横路南区5户。咨询电话：
0898-65391920，法律事务部。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8日

五指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我局于2019年5月15日刊登在《海南日报》B02版的《五指山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五自规告字〔2019〕3号），因故延
期，具体延期事项：1.申请人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原截止时间2019年6月
11日下午17:00时，现延期至2019年6月14日下午17:00时；2.报名
期限原截止时间2019年6月11日下午17:00时，现延期至2019年6
月14日下午17:00时；3.我局原确认竞买资格截止时间2019年6月11
日下午17:30时，现延期至2019年6月14日下午17:30时；4.地块挂
牌原截止时间2019年6月14日下午15:00时，现延期至2019年6月
18日上午11:30时。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18日

文昌市工人文化宫项目位于文城镇文岭里，建设单位为文昌市
总工会，项目用地面积7042.39平方米（折合10.56亩），方案规划指
标为：规划用地面积6954.1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204.87平方米
（其中地下建筑面积7791.33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7413.54平方
米），总计容面积7413.54平方米，容积率1.07，建筑密度39.93%，绿
地率35.61%，停车位172个。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
目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9年5月18日至6月1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文昌市政府网站；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原文昌市国土局二楼，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易彪。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市工人文化宫项目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18日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单行本出版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
鉴，因互鉴而发展。这是文明充满生
命力的关键所在，也是文明进步的重
要动力。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
习近平主席洞悉亚洲文明与人类文明
发展规律，把握亚洲人民对建设一个
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
的期待，明确提出了夯实亚洲命运共
同体人文基础的 4 点主张，彰显了包
容并蓄、融合共生的中国智慧，体现了
宽广的世界视野、深厚的人文情怀。

亚洲各国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有
着相似的历史境遇、相同的梦想追求，
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汇聚交

融，共同组成了多彩多姿的亚洲大家
庭。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
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
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
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
协力、共同应对。只有既用好经济科技
力量，也用好文化文明力量，加强世界
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
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才能应对共
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
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4点主张，
正是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的

中国方案。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文
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
劣之分，只有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
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
明差异性的认知，才能推动不同文明
交流对话、和谐共生。每一种文明都
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只有
既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为他
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才能让世界文
明百花园群芳竞艳。文明如果长期自
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只有以海纳百
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
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
分，才能促进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
前进。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
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只有用创新增添
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

活水，才能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
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促进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国是倡议者，更
是行动者。这些年来，中国同各国一
道，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领域搭
建了众多合作平台，开辟了广泛合作
渠道。在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宣
布：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
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
支撑；中国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
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
合作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
的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
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中国愿同各国
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媒体等
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创

新合作模式，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走
深走实，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
件；中国愿同各国实施亚洲旅游促进
计划，为促进亚洲经济发展、增进亚洲
人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推进这些积
极务实的行动，对于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必将起到重
要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按照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 4 点主张，推进不同文
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
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
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
平的纽带，我们就一定能续写亚洲文
明新辉煌，推动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坚持四点主张是夯实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论习近平主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2019
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5月
1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过去一年，围绕提高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健康需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协
同努力，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药品集中采购、抗癌药降价、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等重点任务取得新成效。谨
向广大医改工作者和医务人员致以诚
挚问候！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更大力
度、更有效举措推进医改各项工作。
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广泛开展健

康促进活动，进一步加强癌症等重大
疾病预防筛查、早诊早治，做好常见慢
性病防治。推动药品采购使用、医保
支付、分级诊疗等改革取得新突破，巩
固基本医疗保险对近14亿人口的基
本保障作用，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补
充医疗保险，进一步提高大病保险报
销比例，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互联

网+医疗健康”等方面取得新进展，积
极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
发挥好中医药防病治病独特优势，更
有效推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作出新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医改领导
小组组长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卫生健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
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以大卫生大
健康为统领，一以贯之地落实一个理
念、突出两个重点，就是坚持预防为
主，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深化三
医联动改革，坚定不移推动医改向纵
深发展，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

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
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

5月13日，赣州至乌兹别克斯
坦塔什干中欧班列发车。这是今年
赣州开出的第100列中欧班列，较
2018年开出的第100列整整提早
了7个月。

赣州众弘通物流有限公司负责
人黄镇告诉记者，随着赣州中欧班列
实现常态化开行，公司也跟着做起了
外销生意，为其他企业办理进出口业
务服务。仅去年一年，公司获得的直
接经济效益就超过170万元。

来自赣州海关的统计显示，今

年一季度，赣州海关共监管中欧班
列（赣州）72班、标准集装箱6356
个、货值12.43亿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分别增长200%、227%、192%，中
欧班列（赣州）跑出了“开门红”。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
人表示，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欧班列
已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各国
之间的发展“新引擎”，塑造发展新
空间。

“在去程组织上，目前中欧班列
运输货物品类已从单一的IT产品，
扩大到衣服鞋帽、汽车汽配、粮食食
品、葡萄酒、咖啡豆、木材、家具、化
工品、小商品、机械设备等品类；在
返程组织上，已形成以汽配、机械设
备、日用品、食品、木材为主的固定
回程货源。”该负责人表示，未来还
将开行更多中欧班列，进一步促进
中欧之间经贸往来，丰富沿线各国

人民的消费生活。
为了让运输企业进一步减负增

效，中国民用航空局日前决定，将向
航空公司收取的民航发展基金征收
标准，在现行的基础上下调50%。
同时积极落实国家惠企减税政策，
配合有关部门，确保已经出台的税
收优惠政策在行业内顺利实施。

一系列重点项目也将接力开
工。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先行，我国将打造世界级港口群、
机场群，构建一体化轨道网、高密度
干线公路网和现代化高等级航道
网。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袁
达表示，今年以来，中央预算内投资
下达进度加快。一季度已下达超过
80%，保障了重点建设项目资金需
求，为实现经济平稳开局发挥了积
极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记
者 樊曦）

催生新活力 塑造新空间
——从“流动中国”感受发展动力

中国经济的活力有多强？看看
“五一”小长假——

假日期间，日均有9266趟列车
开行、1.6万个航班起落。国内旅游
接待总人数达1.95亿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1176.7亿元。银联网络交易
总金额高达1.29万亿元，相当于中
国人一天“刷”掉3225亿元。

这是中国经济内生活力的缩影，
也是出行方式不断升级释放的需求。

从绿皮车到高铁复兴号，从出

租车到网约车，从国内游到出境
游，人流、物流成为中国快速发展
的“助燃剂”。

以倍受欢迎的高铁为例。高铁
网的延伸让中国城市互相连接。摊
开中国地图，可以看到，纵向的京广、
京沪高铁把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城
市群、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长株
潭城市群、珠三角经济圈六大经济区

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最远的城市之间
也不过8个小时左右即可到达。

在线旅游企业驴妈妈品牌发展
部负责人李秋妍表示，高铁线路串
联形成的旅游圈，让频繁的一日游、
周末游成为可能。“旅客从上海出
发，30分钟就能去无锡看樱花，1小
时已在西湖漫步，2小时到宁波吃汤
团，3小时可登上黄山看云海。”

除了激发出行需求，高铁还带
来更多“红利”。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戴光泽说，大数据研究显示，高铁便
利的地方，企业劳动生产率更高，社
会发展更好。

他举例说，过去“天无三日晴、地
无三里平”的贵州在开通黔粤、黔湘、
黔渝高铁线路后，区位环境大为改善，
贫穷落后的面貌有了根本性改变。类

似这样靠“高铁红利”走上脱贫攻坚快
车道的案例，全国还有不少。

交通方式的升级也为快递业插
上了快速发展的“翅膀”。国家邮政
局发布的2018年中国快递发展指
数报告显示，2018年，快递新增就
业人数超过20万人，对国内新增就
业贡献率超过2%。这一年，人均快
件使用量为36件，快递企业日均服
务2.8亿人次，相当于每天5人中就
有1人使用快递服务。

流动中释放“新需求”

5月13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完成首次真机飞行验证。

在外界看来，首次飞行验证不
仅仅是首飞成功那么简单，其中蕴
含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空间：重
大区域发展战略打通区域协调发展

“经络”，各大区域板块良性互动；高
水平开放联通国内国外市场……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教授邹
建军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的，

就是要建设一个京津冀世界级城市
群。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交
通基础设施，大兴国际机场将成为
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在经济学家看来，高铁、高速公
路、航空等多种先进交通方式持续
升级，犹如发展的“链条”，把各个城
市集群联通起来，推动生产要素、信

息和技术加快交流，提高利用效率，
促进各个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协同发
展，为中国经济不断提供源源动力。

“流动”带来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新
机遇。5月1日，由广西北部湾开往天
府之国的铁海联运班列，满载56个集
装箱柜1400多吨巴西大豆，抵达我国
首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之一——四

川省自贡市。作为“千年盐都”，自贡
正借助“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大
战略交汇区的战略优势，稳步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突破老工业
城市发展束缚，实现弯道超车。

在上海，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九城（区）院士联合工作站日前成
立。工作站旨在吸引两院院士在此

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依托长三角先
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与长三角企业
家一起探讨成果如何“中转落地”。

正是依托G60高速公路和正在
建设的沪苏湖高铁这两个交通大通
道，G60科创走廊将在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国家战略下，由上海松江，浙
江嘉兴、杭州，江苏苏州，安徽宣城、
合肥等九城（区）协同打造，成为区
域产业和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平台。

流动中激发“新动能”

流动中塑造“新空间”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

作人员。
任命田学军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

任；任命盛荣华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
任命金东寒为天津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免去陈建明的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职务。

欲加之罪，何患无罪
——“中国强制转让技术论”可以休矣

■ 钟声

“中国强制转让技术”，这一论调被美方在中
美经贸磋商中拿来大做文章，有关人士大放厥词，
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这个论调并不新鲜，是美
国一些人为了打压中国发展制造的老掉牙的论
调。去年3月美方公布的所谓“301调查报告”，就
蛮横地给中方企业扣上了“强制转让技术”的帽
子。长期以来，美方一些人喋喋不休指责中方企
业，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

真的是这样吗？事实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国际经贸合作中，世界是个大市场，投资也

好，贸易也罢，都是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一贯精
于算账的美国商人从来不会吃亏的，赔本的买卖
他们是不会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市场，
很多外企包括美国企业看到了机遇，纷纷来到中
国投资兴业。他们同中国企业的合作都是自愿
的，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美国公司在美国
呆着，美国企业的技术锁在美国的办公室里，谁能
强制他们到中国来？谁能强制他们同中国企业合
作？科学技术成果，说到底是在人的大脑之中，就
是用外科手术打开大脑也无法强制得到。如果双
方能在技术上合作，必然是自愿的、自主的。在科
学技术面前任何强制都是无效的，何来“强制转让
技术”之说？！

这种论调不符合中国利用外资的基本事实。
美方关于“强制转让技术”的论调，可谓凭空捏
造。重复一千遍的谎言终究还是谎言。中国关于
中外企业合作的规定中，没有哪一条是强制要求
外商投资企业转让技术的政策和做法。中外企业
不管是技术合作还是其他经贸合作，完全是基于自
愿原则实施的契约行为。世界上就有这么一些人，
同人家合作得了利了，还要倒打一耙，得了便宜还
卖乖！中方一直请美方举证，哪家美国企业被要求

“强制转让技术”了，中方一定严肃查处，至今美方
也未举出一例。但是，美国一些人是不屑于看事实
的，仍然闭塞眼睛在那里自说自话。即使不久前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行的关税听证会上，在中国设
立合资、独资企业的多家美国公司也公开表示，并
未被要求将任何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也未被强
迫将知识产权或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

进一步讲，美国企业自主技术转让谁受益了？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任何一种产品都会因新技
术的应用而经历一个由盛到衰的生命周期。因此，
很多跨国公司都是一边开发新技术，一边向发展中
国家转让部分技术，在延长旧技术获利时间的同
时，为新技术研发腾出空间和要素。多年来，美国
在华企业通过技术合作获得巨额回报，且不说美国
在华投资企业和服务业每年赢利钵满盆满，据美国
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仅2016年中国向美国支
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就达79.6亿美元。

或许，真正刺痛一些美国人脆弱神经的，是中
国与时俱增的技术研发能力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创
新成果。中国的航天工程、北斗计划、深海探测、
高速铁路、超级计算机、5G网络等走在了世界前
列，引起了举世赞叹。美国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
当惯了，容不得别人超过美国。一些美国人就坐
不住了，拿出了一种类似强盗的逻辑：我的是我
的，你的也是我的。“你的”怎么变成“我的”，那就
是“你的”是从“我的”强制转让过来的。这些人在
梦呓中完成了推理，醒过来后就以为这就是事实
了，还大言不惭地宣扬，真是不知羞耻为何物了！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
2000年以来，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就以年均
近20%的速度增长，到2017年，这项投入仅次于美
国，位居全球第二。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著名经
济学家拉里·萨默斯说：“你问我中国的技术进步
来自哪里，它来自于那些从政府对基础科学巨额
投资中受益的优秀企业家，来自于推崇卓越、注重
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制度。”中国的科技进步是靠千
千万万勤劳智慧、善于创造的人民实现的！对这
个事实，美国一些人偏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
们并不是视力、听力有问题，而是脑子和心态有问
题，结果得出一种世人都认为是脑残式的思维方
式，而且还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技术应该造福全人类。
各国既要立足自身发展充分发掘科技创新潜力，
也要敞开大门，鼓励新技术、新知识传播，让科技
创新惠及更多人。这是利在人类、功在世界的大
事业！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