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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近期再次挥舞关税大棒，导致
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一些美国政客放
言，如果贸易战都阻止不了中国经济发
展，那还有什么能够阻止呢？

事实胜于雄辩。当一些人重提“唱
衰”中国的老调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亮丽表现给出了有力回击——

今年以来，尽管美方密集动用贸易
霸凌和极限施压等手段，中国经济依然
保持中高速增长，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今日之中国，展现出
强大的定力、韧性和活力。

犹如浩浩荡荡的长江水，礁石险滩
挡不住其奔腾向前。站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新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带领近14亿中国人民劈波
斩浪、奋勇向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势不可挡。

大潮奔涌逐浪高
直面困难挑战 彰显中国定力

“中国经济注定是卖空者的噩梦。”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近日刊文说。

这种感慨不无道理。一些美国政客
声称，美对华加征关税将导致一些企业
离开中国，并认为，当前美国经济“非常
棒”，中国经济“并不好”。

事实，恐怕要让那些陶醉在“胜利”
幻象中的人失望了——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6.4%，外汇储备余额保持在 3万亿美
元以上；前四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新增城镇就业459万人
……尽管运行态势“稳中有变”，中国
经济基本面依然遒劲岿然、扎实牢固。

中国为什么行？研判经济形势，不仅
要看短期数字，更要拨云见日看大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经济处于
崩溃边缘的危境中化茧成蝶，发展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均经济增长
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
的年均增速；创造累计减贫7.4亿人的
奇迹，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约30%。

中美经贸摩擦一年多来，中国经济总
量去年底已突破90万亿元，人均GDP接
近1万美元，外贸进出口总值超30万亿
元，创历史新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过六成，经济运行依然稳中有进，在高质量
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在世界经济阴云密布的背景下，逆
风飞扬的中国经济令世界瞩目。

与再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相
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9年
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6.2%上调至6.3%，
成为全球唯一上调今年增长预期的主要
经济体；全球知名指数编制公司明晟日
前也宣布，将26只中国A股纳入明晟中
国指数。

“世界需要中国，全球经济增长离不
开中国的持续发展。”IMF总裁拉加德如
此评价。

一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从抓好“六稳”
到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推动
高质量发展到拓展多元市场，中国经济
迎难而上，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态势。

这，正是今日之中国攻坚克难的信
心所在。

大江奔流开新路。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经济完全能够

在风雨中成长壮大。中国发展取得的巨
大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
恩赐施舍的，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
劳、智慧和勇气干出来的。

现实还将证明，在风雨中成长起来

的中国经济，一定能经受住各种挑战洗
礼，绽放新的光芒。

这，正是今日之中国在变局中勇毅
前行的定力所在。

会当水击三千里
激发转型动力 彰显中国底气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
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

‘正’！”面对美方蛮横打压，5月17日凌
晨，华为毫不畏惧，毅然宣布启用“备胎”
芯片。

75岁的华为公司创始人、CEO任正
非，在众多媒体面前表示，要拥抱世界，依
靠全球创新。即使财务上受到一定挫折，
也不会影响企业的科研投入。

华为是中国企业砥砺奋进的一个缩
影。

中流击水，奋楫者进。应对挑战，中
国经济有迎难而上的底气、有长风破浪
的后劲。

这份底气和后劲，源自新旧动能加
速转换——

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阿里达摩院
……2018年，浙江杭州，多个体制创新的
科研载体全面崛起。当年，浙江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3187家、科技型小微企业10539
家，研发经费支出占比达到2.52%。

千里之外，辽宁沈阳。同样是
2018年，这座东北老工业重镇就新增
7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企
业技术中心，全市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达到1251个。

放眼全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为抓
手，一幅幅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画卷正

渐次铺展。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高技术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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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去年全年，中国
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
比重达34.8%；中国创新指数在全球排
名上升至第17位。

这份底气和后劲，源自不断拓展的
区域发展新空间——

5月2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
西南昌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
座谈会。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关键
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
承接新兴产业布局和转移、扩大高水平
开放、坚持绿色发展、做好民生领域重点
工作、完善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8
点意见，为中部地区崛起指明了方向和
路径。

今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持续推进，
区域协调发展宏大格局加速成形，发展
新空间不断拓展。

这份底气和后劲，源自潜力巨大的
国内市场——

每小时就能新诞生约750户企业，
创造超过1500个就业岗位，外贸进出
口值超过5亿美元，百姓花费43亿元用
于购物和餐饮消费……如今“1小时中
国”的惊人数据，显示出大国经济的底
蕴，这是中国经济能够“变中取胜”的活
力所在。

当前，中国有近14亿人口、近9亿
劳动力、8亿网民、1亿多户市场主体
……动辄以“亿”来计量的市场空间，亿
万人民的创新创造，凸显出大国经济特
质，这是中国经济能够“变中取胜”的底
气所在。

每一滴水珠，都蕴藏着奔腾的力量；
每一个梦想，都融汇于伟大的时代。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
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
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
雨，大海依旧在，中国永远在！

直挂云帆济沧海
顺应时代潮流 彰显中国力量

“我们计划再投资6亿元人民币，在
武汉新建一座合资工厂，我们有信心很
快让这个投资项目落地。”

本周落幕的第十一届中国中部投
资贸易博览会上，英国石油公司（BP）
透露的这一投资计划，与不少外商不
约而同。

尽管贸易摩擦阴云笼罩，但是外商
并没有因此离开中国市场。相反，他们
正自东向西，逆流而上，将目光从传统的
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投向长江经济带的
中上游地区。

本届中博会签订利用外资项目51
个，合同金额达104.66亿美元。外商投
资的热情，不仅印证了中国营商环境的
持续改善，更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经济蕴
藏的巨大潜力和机遇。

今日之中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
复杂。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
情，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

中国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不
可逆转的全球化大潮不谋而合。

回顾过去，全球化帮助缩小了贫富
差距，让经济欠发达国家有机会参与全
球竞争合作。

放眼未来，全球化还将继续让各国
拥有更加公平的机会参与全球财富再

分配。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融入

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国开放的大门只
会越开越大。

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扩容自贸试验区、出台外商投
资法、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这
些实实在在的举动，印证了中国向世
界兑现开放承诺、走合作共赢道路的
决心和行动。

今年1至4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
企业超过1.3万家，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4.3%，其中对欧盟、东盟等出口都出现大
幅增长。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上，中国又向世界推出五大开放新举
措。与会各国工商界人士签署了640多亿
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中国与世界合作共
赢的“蛋糕”越做越大。

中国和美国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
者。然而，与中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推动合作共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
方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肆意挥舞关
税大棒，殃及世界经济。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与历史大势
相悖、逆时代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前进
的滚滚洪流所淘汰。

“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
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振聋发聩。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向着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万里长江

奔腾不息。一个开放包容、自信自强的
中国无惧风雨、砥砺前行，必将为世界带
来更大机遇，与各国携手创造更加美好
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记者韩
洁 刘红霞 柳丝 刘劼）

大江奔流天地宽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一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西方有句谚语：自知之明是最难得
的知识。然而，美国的一些政客就是看
不清自己，也看不清世界大势，硬要走唯
我独尊、强权政治的老路。

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这些人从
未将其他国家的利益、世界各国人民的
共同福祉放在心上。他们以“对华贸易
吃亏论”为借口挑起贸易战，却闭口不谈
美国长期从对华贸易中获得的巨大利
益；他们把别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挂
在嘴边，却闭口不谈自己遍布全球的情
报网络；他们大肆抨击世贸组织等国际
组织，却讳言自己就是当下全球治理体
系的主要创立者和最大受益者……对于
贸易战，美国总统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
更是露骨地说，“由于美国拥有远远大于

其他国家的实力，其他国家不敢（对美
国）采取报复性措施”。这样的狂妄和嚣
张，让人看清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套
说辞背后的真实货色。

支撑唯我独尊、恣意妄为的，是赤
裸裸的霸权主义逻辑：美国定下的规
矩就是全世界的法律，为了确保美国
的利益，其他国家必须无条件让步。
从美国副总统彭斯抛出“中国经济侵
略论”，到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
瓦罗荒谬宣称中国商品正在抵押“美
国的未来”，再到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
班农叫嚣“中国出口过剩掏空美国中
西部工业地区”……这些“手拿锤子”
的美国政客，把正常的经济往来也视
为钉子，看不得中国人民也能和美国

人民一样过上富足的日子。在“美国
优先”的大旗下，美国一些政客无法按
捺内心的躁动，甚至不时向盟国发起
攻势。人们注意到，不久前德国总理
默克尔坦承，“战后秩序的确定性”开
始瓦解，和美国总统的关系更加紧张
了。美国已成为全球对手。

时至今日，为什么美国一些政客还
沉浸在“天选之国”的迷思当中？还在
做着“山巅之国”美梦？根本原因还是
他们依旧信奉着那套“强权即真理”的
旧观念，对世界的印象还停留在“丛林
法则”的旧时代，对国家间关系还秉持
着“文明冲突”的旧思维。这也就不难
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总是自诩为国际
秩序的监护者、国际关系的裁判人。在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
社会信息化不可阻挡的今天，他们仍幻
想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仍要把
全世界当成是自家的后花园，以为可以
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甚至妄图以“美国
优先”阻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潮流。

如今，美国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行
径已经引发国际社会公愤。倍感压力的
美国企业也纷纷作出调整，哈雷摩托等

“美国制造”“逃离”美国，埃克森美孚和
特斯拉等纷纷到中国建厂……美国唯我
独尊，在全球大搞霸凌主义，许多时候不
过是一厢情愿。美国学者斯蒂芬·罗奇
指出，2018年，美国同世界上102个国家
之间存在贸易逆差，反映了美国国内储

蓄极度不足——这是国会和决策者草率
批准预算赤字造成的。更多学者指出，
美国国内的不平等源于其错误政策，而
不应指责经济全球化。遗憾的是，美国
一些政客讳疾忌医，自己给自己开错了
药方，硬把他国说成是“让美国再次伟
大”的障碍。把脏水往别人身上泼，这样
的偏执和任性不仅是在转嫁国内矛盾，
更会蒙蔽自己的双眼，错过自我改善的
时机，导致误国误民。正如美国学者罗
伯特·卡根所说，一些政客和政策制定者
正在主动促成美国的衰落，这些人“出于
对臆想中的衰落的恐惧，很可能贸然采
取相应对策，把一个超级大国引上自杀
之路。”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哪一

个国家甘于仰人鼻息、任人摆布。相
互尊重、坦诚合作、互利共赢，方为各
国应有的相处之道。当然，让一些傲
慢固执的美国政客明白这一点，恐怕
还是很难的。好在现实不会说谎、公
道自在人心。中国有个成语叫“强极
则辱”。任何一个国家，不走合作共赢
的道路而醉心“零和博弈”，不遵公平
竞争的规则而痴迷打压别国，不顾经
济全球化的潮流而选择保守主义，到
头来只会四面树敌、到处碰壁。唯我
独尊、逆势而动只会损耗一个国家的
实力，使其更加快速地从高台上跌落
下来。翻一翻历史教科书，这方面的
例证实在是太多了。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玩弄强权注定失道寡助
——唯我独尊必将失败

■ 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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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更多高质量口腔医学人才，
促进我省高等职业医学教育事业与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5月24日，海南科技
职业学院（本科，以下简称“海科院”）和
海南口腔医院合作共建口腔临床学院
签约仪式在海口顺利举行，海科院和海
南口腔医院相关负责人及签约代表共
同出席活动。

根据协议，海科院将在海南口腔医
院设立海南科技职业学院（本科）口腔临
床学院，双方将在教学、培训、科研、师资
队伍建设、学生就业等方面开展合作。

其中，海南口腔医院将协助海科院
在口腔医学、口腔医学技术、口腔护理、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等专业开展教学活
动。同时，海南口腔医院将参与相关课
程设计及教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优先
为海科院提供“双师”型教师。根据高等
职业教育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海科院
每年将选派一定数量、指定年级、专业的
学生到海南口腔医院进行专业实习。

在人才培养和学生就业方面，海科
院可根据海南口腔医院需求，本着学生
自愿的原则，进行“订单式”定向培养、
输送人才，并根据该医院的发展规划，
适时商讨调整定向培养专业、规模和合

作方式。海南口腔医院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录用海科院推荐的毕业生。

此外，根据协议，海科院大专学生将
在海南口腔医院实习6个月，本科学生
实习8个月。期间，由海科院为每名学
生支付1200元至1600元实习耗材费给
海南口腔医院，海南口腔医院的医生在
此期间被聘为海科院兼职实习课教师。

同时，海科院理论与校内专业实
训课的教师轮流在海南囗腔医院参与
技术研究与医疗实践，参与时间为每
年不少于两个月。

签约仪式上，海科院党委书记兼云
龙校区名誉校长焦解歌表示，当前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
要求，而且对健康和医疗保健的需要也
在日益增长。口腔健康作为与全身健
康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因素，已成为人
们逐渐重视和关心的问题。

焦解歌还提出，口腔事业不仅是
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一项光荣的事
业。此次，海科院牵手海南口腔医院
共建口腔临床学院，任重而道远。海科
院也将携手海南口腔医院，履行好各自
的责任，发挥各自的优势，强强联合，共

同为我省口腔事业乃至全国口腔事业
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海南口腔医院董事长车道闯表

示，合作共建口腔临床学院签约仪式
的顺利举行，标志着双方的合作已经
迈出了关键而又坚实的一步。海南口

腔医院将通过合作共建“口腔临床学
院”的平台，依托双方先进的发展理
念、强大的专家团队和师资力量，为社

会培养出一大批“品德优、能力强、素
质高、技术硬”的优质口腔医学人才，
从而有效提高人们的口腔健康水平，
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

据了解，海南口腔医院至今已有
25年的发展历史，技术实力雄厚、医疗
设备先进、专业学科完善、服务模式先
进，是一家集医、教、研、防为一体的现
代化口腔专科医院。目前，海南口腔
医院拥有玉河本部及5家门诊部、3家
二级分院。海南口腔医院三级口腔专
科医院也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入
运营。

海科院作为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
院校，现有美兰和云龙两个校区。
2018年12月18日，教育部同意海南科
技职业学院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目前，学校建成了以石油化工、航
海技术、机械智能制造、信息工程等工
科为主，兼顾包括口腔医学、口腔医学
技术、口腔护理、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等专业在内的医学、管理学等学科协调
发展的专业体系，努力为社会培养高层
次技术技能型人才。

策划/撰稿 容朝虹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本科）牵手海南口腔医院，共建口腔临床学院

为我省培养更多高质量口腔医学人才

签约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