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家统计局 14 日
发布今年1至2月份经济运行主要数据。统计显
示，多数指标保持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毛盛勇当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1至2月份经济
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发展态势，向好的趋势逐步显现。

毛盛勇分析，前两个月经济运行呈现几个特
点：

——国内需求稳中有升。从投资来看，1至2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增速比去年
全年加快0.2个百分点。从消费来看，1至2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增速与去年
12月份持平；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1%，
比去年12月份加快0.5个百分点。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从物价来看，1至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平均上涨1.6%，延续了温
和态势。从就业来看，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5.3%，比1月份略升0.2个百分点。

毛盛勇说，2月份调查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
因是春节因素的影响。春节后，大量外来务工人
员集中返城寻找工作，推高了失业率。另外，根据
对全国22个省份用工情况进行的专项调查，八成
左右的企业员工返岗率在90%以上，就业形势总
体稳定。

——结构优化态势持续。从生产端看，如果
剔除春节因素影响，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实际增速比去年12月份有所加快；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0.1%；现代服务业
增长势头也比较好。从需求端看，民间投资增速
较快，同比增长7.5%；高技术产业投资、工业技术
改造投资增速分别快于全部投资2.5和13.4个百
分点。

——市场预期趋势向好。2月份，消费者信心
指数比1月份提高2.3个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里的新订单指数也比1月份上升1个百分点，反
映出需求面有所改善。

“总的来看，1至2月份国民经济运行继续保
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同时也要看到，
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结构性矛
盾突出，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毛盛勇说。

前两个月，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5.3%，产量则下降了15.1%。毛盛勇分析，汽车制
造业最近几个月生产、销售出现回落。但同时，高
技术制造业等行业增长在加快。下一阶段，对制
造业发展的市场预期在逐步好转，支持实体经
济、微观主体发展的减税降费政策会逐步落地，
制造业增长仍有政策支撑。

针对过去几个季度经济增速的小幅回落，毛
盛勇表示，我国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必过
分关注，要把民生改善、就业保障、居民收入增
长、生态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放在一起考虑，保
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推动经济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

毛盛勇说，下一步，要把逆周期调节的各项
政策落实到位，确保经济运行平稳，积极扩展向
好趋势，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经济总体平稳 下行压力仍存
——解读前两月经济数据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者吴晶
贾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4 日发表

《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8年美国
侵犯人权事记》，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
进行揭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屡遭
践踏、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贫富分化日益
严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儿童安全令人
担忧、性别歧视触目惊心、移民悲剧不断
上演、单边主义不得人心，全文约1.2万
字。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全文1万余字。

人权纪录说，当地时间3月13日，美
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国别人权报告》，继
续对世界上1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指
手画脚、抹黑污蔑，而对自身存在的严重
人权问题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如果人

们对2018年美国的人权状况稍加检视便
不难发现，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政
府，其人权纪录依然是劣迹斑斑、乏善可
陈，其奉行的人权双重标准昭然若揭。

人权纪录指出，2018年美国共发生
涉枪案件 57103 件，导致 14717 人死亡、
28172 人受伤，其中未成年人死伤 3502
人。2018 年美国发生 94 起校园枪击案，
共有 163 人伤亡，是有记录以来校园枪
击案数量最多、伤亡最重的一年。

根据人权纪录，美国沦为贫富分化
最严重的西方国家。美国1%的最富有人
群拥有全国38.6%的财富，而普通民众的
财富总量和收入水平持续下降。近半美
国家庭生活拮据，1850万人生活在极端
贫困中。非洲裔的贫困率是白人的 2.5

倍，失业率长期维持在白人的2倍左右。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移民政策致使

骨肉分离。美国政府2018年4月开始实
施“零容忍”政策，导致至少2000名移民
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边境执法人员虐
待、性侵未成年移民案件数量惊人增长。

人权纪录称，美国网络监控司空见
惯。美国政府的“棱镜”项目 24 小时运
行，未经授权恣意对公民的电子邮件、脸
谱网消息、谷歌聊天、Skype网络通话等
进行监听监控。

人权纪录强调，美国悍然退出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大西洋月刊》网站的报
道文章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最阴险的意
图是为了防止自身受到侵犯人权的指
控。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

新华社郑州3月14日电（记者孙清
清） 在河南省夏邑县，有一座彭雪枫将
军纪念馆，是为纪念壮烈殉国的彭雪枫
将军所建。纪念馆馆长何向东说，这些
年不断有群众自发到纪念馆参观学习，
人数逐年增加，现已成为著名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彭雪枫，1907 年生于河南省镇平
县。大革命时期，彭雪枫在党的影响教
育下，接受了马列主义，开始了“出生
入死，致力革命二十年”的光辉斗争历
程。

1932年9月上旬，红三军团师长郭炳

生企图挟所属第五团叛变投敌。时任师
政委的彭雪枫仅带随行武装潜行北上追
了 5 天，将全体指战员带回来与主力会
合，因此荣获“红星奖章”。

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进行战略转移的危难形势下，他调
任中革军委第一局 （作战局） 局长，协
助朱德、周恩来等进行军事指挥。在中
央红军一渡赤水中，彭雪枫派出掩护部
队，掩护中央纵队过河，进入川南；二
渡赤水时，彭雪枫率领缩编后的红十三
团，与兄弟部队一起，在二郎滩背水作
战，为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创造了条件。

攻打娄山关时，彭雪枫率领红十三
团担任正面主攻任务。在兄弟部队的一
起努力下，取得了战斗胜利，极大地鼓
舞了全军士气。战斗之后，彭雪枫又率
部向遵义方向猛追，与兄弟部队全歼守
军，重占遵义。后来，他又在彭德怀等
率领下，占领了老鸭山，取得了遵义战
役的胜利。

彭雪枫英勇善战，一次次深入敌后
险境，圆满完成党交给的特殊任务，堪
称虎胆英雄。

1936年9月，毛泽东亲点彭雪枫担任
“特使”，辗转半个中国，力促国共合
作，“逼蒋抗日”，为我党争取在战略大
环境中的有利局势。1936年11月，他第
二次接受毛泽东的重托，与阎锡山进行
谈判，表达了红军与晋军联合抗日的真
诚愿望。

西安事变爆发后，彭雪枫沉着冷静地
向阎锡山转达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抗战

主张，促使其态度从反对到中立，再从中
立转到“共维大局”的立场上来，为西安事
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各势力
的联合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彭雪枫被
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少将参谋处长
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这个办事处
为八路军后来开赴抗日最前线铺平了道
路。

1938年1月下旬，彭雪枫再次肩负毛
泽东赋予的“开展豫西敌后游击战”的新
使命，走上了运筹中原抗战的第一线。
1939年2月，在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敌后根
据地的战略决策下，彭雪枫率领部队挺进
敌后，宛如一把利刃再次插入敌人心脏，
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不幸的是，1944 年 9 月 11 日，彭雪枫
在指挥河南夏邑八里庄战役时，被流弹击
中，壮烈殉国，时年37岁。

回忆起父亲，原第二炮兵政委彭小枫
介绍，正是因为父亲始终对党忠诚，所以
投身革命后，在一次次大小战斗和各种考
验中，誓死忠于革命事业，用鲜血和生命
书写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本色。

在过去的几十年，一批又一批普通群
众、工人和学生，不断来到夏邑县彭雪枫
将军纪念馆参观学习，他的精神将激励一
代又一代后来人。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者张泉）
国家医保局 13 日发布 《2019 年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
稿）》，将根据基金支付能力适当扩大
目录范围，优化药品结构，进一步提升
基本医保药品保障水平，缓解用药难用
药贵问题。

本次调整以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
药品信息为基础，由专家按程序科学规
范评审确定，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
议。目录调整将充分发挥西药和中医药
各自优势，统筹考虑西药和中成药数量
结构和增幅。

根据征求意见稿，调入的西药和中
成药应当是2018年12月31日（含）以前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上市的药

品。优先考虑国家基本药物、癌症及罕
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慢性病用药、
儿童用药、急救抢救用药等。

根据药品治疗领域、药理作用、
功能主治等进行分类，组织专家按类
别评审。对同类药品按照药物经济学
原则进行比较，优先选择有充分证据
证明其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
理的品种。

调入分为常规准入和谈判准入两种
方式，在满足有效性、安全性等前提下，
价格（费用）与药品目录内现有品种相当
或较低的，可以通过常规方式纳入目录，
价格较高或对医保基金影响较大的专利
独家药品应当通过谈判方式准入。

中药饮片采用准入法管理，国家层

面调整的对象仅限按国家药品标准炮制
的中药饮片。

药品目录内原有的药品，如已被国
家药品监管部门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
的，应予调出；存在其他不符合医保用药
要求和条件的，经相应评审程序后可以
被调出。

此次目录调整还将同步调整完善药
品目录凡例、使用管理办法，规范药品名
称剂型，适当调整药品甲乙类别、目录分
类结构等内容。在甲乙类别调整过程
中，优先考虑基本药物。

征求意见稿提出，将于 2019 年 6 月
印发新版药品目录，并公布拟谈判药品
名单，8月将谈判成功的药品纳入药品目
录，同步明确管理和落实要求。

新一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启动

这是彭雪枫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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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兼备的虎胆将军虎胆将军——彭雪枫彭雪枫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者马卓言）针对
美国务院“2018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涉华部分再
次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4日表
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摘下有色眼镜，
客观公正看待中国人权状况，停止干涉中国内
政。

陆慷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报告涉华
部分和往年一样，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罔顾事实，
混淆是非，对中国进行种种无端指责。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促进人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
国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对此最
有发言权，国际社会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人民
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不
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我们敦促美方摘下有色眼镜，摒弃冷战思
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客观公正看待中国人权状
况，停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我们也奉
劝美方好好反省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先把自己
的事情办好。”陆慷说。

外交部：

敦促美停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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