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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马卓言）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 8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第 11 届北极
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未能发表共同宣言表示遗
憾。

据报道，因美国与其他成员国在气候变化问
题上的意见不同，第11届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
未能发表共同宣言，这是北极理事会23年历史上
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中方对此表示遗憾。”耿爽在回答相关提问
时说，北极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脆弱的自然生
态环境，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影
响。妥善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对北极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他说，中方正在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
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方采取的减排
措施对保护北极的气候生态环境具有积极影响。

“我们愿继续与有关各方一道，凝聚政治共识，加
强交流合作，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给北极带来的挑
战。”

有记者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有关中国参
与北极事务的言论中提及“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大幅上升”，声称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是世界的
领导者。你对此是否有进一步的评论？

耿爽表示，中国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
签署和生效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一
致好评和高度赞赏。“相形之下，是谁退出《巴黎
协定》，是谁阻碍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世
人都看得很清楚。”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马卓言）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8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势力
试图干预香港事务。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国会
有关机构发布报告称，香港《逃犯条例》修订草
案如通过将为中央政府提供一个强大的法律工
具，使香港更易受到中央政府胁迫。中方对此有
何回应？

耿爽说：“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
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坚决反对任何
外国势力试图干预香港事务。”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马卓言）针对美
国国会众议院近日通过一项涉台法案一事，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据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 7 日通过了一项法
案，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该法案有可能在参
议院获得通过并正式生效。

耿爽说，有关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阻止美国会审议推进有
关法案，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严重损害
中 美 重 要 领 域 合 作 和 台 海 和 平 稳 定 。” 耿 爽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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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中方关于美方拟升级关税
措施的声明

美方拟于 5 月 10 日将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
品的关税从 10%上调至 25%。升级贸易摩擦不符合
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方对此深表遗
憾，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
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中方关于美方拟升级关税措施的声明

聚焦中国经济亮点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赵文
君 刘红霞 申铖）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数
据亮点频现——全国日均新登记成立企
业 1.65 万户、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324 万
人、全国累计新增减税3411亿元……

这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令人振
奋——外商投资法审议通过、银行业保
险业对外开放加速落地、推动更大规模
减税降费……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障碍、以高水平
对外开放增活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
动力愈加充沛。

改革开放走向纵深 新旧动能加
速转换

着力于“减”，减税降费让企业“轻装
上阵”——

在去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负 1.3
万亿元的基础上，今年中国推出更大规
模的减税降费政策。

1月1日起新个税法实施、小微企业
迎来普惠性减税，4 月 1 日起进一步下
调增值税税率、5 月 1 日起降低社保费
率……近 2 万亿元的“真金白银”，为企
业实实在在减负。

减税减下来的真金白银，扎扎实实
落进企业口袋。“从去年5月到今年3月，
仅增值税税率下调这一项，我们就享受
到红利近800万元。”华润三九（雅安）药
业公司副总经理刘铁英算了笔账，从今
年4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再下降3个百分
点，加上新增的旅客运输服务抵扣，预计
公司今年可节税2000多万元。“药品研发
投资大、周期长，我们将运用国家减税降
费的资金继续加大科研投入、推进智能
制造。”刘铁英说。

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改革
举措持续发力，一竿子插到底。

从 5 月 15 日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对
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行较
低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约千家县域农
商行迎来定向降准，将释放长期资金约
2800亿元，并将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
微企业贷款。

着力于“简”，优化营商环境给市场
添活力——

颁布外商投资法，着手压减外商投
资负面清单；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
通关速度；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放管
服”改革，从制度层面解决市场痛点。各
地政府部门推出“一窗受理”“只跑一次”

“零见面”服务等便民举措，大幅削减各
类证明事项。

行简政之道、革烦苛之弊、开便利之
门。一季度，全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4.6%，民间投资同比增长6.4%，外商企业
投资同比增长8.7%、增速比去年全年提
高2.6个百分点。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
院院长胡怡建说，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
境等政策，有增厚企业利润、增加市场投
资行为、降低消费者价格并刺激消费、鼓
励企业外贸出口等多种功效，将契合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着力于“破”，以改革推动高质量发
展——

公布政府投资条例、发布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
意见、部署加快道路货运行业转型升
级……5月刚启，一系列改革新举措纷纷
出台，不断释放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动能。

“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固然会对经
济产生一些影响，但不会改变我国高质
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中国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说，当下我国
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仍然是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加快国资国企改革，财税金融改革
不断纵深，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
序推进，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近年来，我国聚焦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一些酝酿多年的改革频频破题，
一些久攻不下的难题逐步突破，制约高
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被进一步扫
除。

今年以来，以“巩固、增强、提升、畅
通”为主线，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向纵深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
效，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我国在深
化改革中更加注重质的提升，更加注重
激发市场活力，更加稳妥地在高质量发
展中防范化解风险。

“中国发展趋势的可预见性在当今
世界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品质。”法国前总
理拉法兰表示，发生巨变的中国，正是中
国人勇于改革的写照。

政策效应显现红利 中国经济平
稳运行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压力挑战下
实现平稳开局，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
素不断增多。

国内外市场需求叠加，成为拉动中
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五一”小长假期间，国内旅游接待
总 人 数 1.95 亿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176.7 亿元。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达
1.2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42%。

五月，山东省沂源县的樱桃红了，不
少村民以网络直播的形式销售樱桃。“一
边直播、一边发货，直观又直接。”沂源县
燕崖镇燕崖村村民高艳萍在樱桃树下拿
着手机，当起网店主播。通过网络直播，
她今年已卖出近千单樱桃。

随着网络直播、游客采摘等销路越
来越多样，沂源樱桃“花样”卖向全国，果
农收入也越来越高。“今年全村樱桃大棚
仅采摘销售收入就达到了100余万元。”
燕崖村党支部书记齐元民说。

国内消费继续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主
引擎作用。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一季度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5.1%，明显高于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
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需求依
然旺盛，这得益于中国企业的创新以及
技术和加工水平的不断提高。海关最新
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9.51万亿元，同比增长4.3%。

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以创
新育动能、以科技促动力，成为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创新
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一个不断
创新的中国正在呈现更多“新气质”。

信息化、智能化改造令传统产业焕
发出全新的活力。在浙江雅戈尔的生产
车间，裁剪、物流、分工全部智能化，
全流程吊挂系统在无人状态下自动将衣
料分发到各个工位，个性化裁剪时间由
60分钟/套缩短到40分钟/套。在新技术
的赋能下，公司近三年销售量每年增长
15%，库存量降低2/3。

应用 5G 通信技术的远程医疗、无
人驾驶、无人物流，机器人讲解员……在
4月底开幕的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上，创新和科技元素成为一大亮
点，是我国推动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
模占 GDP 比重达 34.8%，我国创新指数
在全球排名上升至第 17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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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创新发
展等一系列举措，中国经济已呈现出新
的动能。”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汉
斯保罗·博克纳说。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中国市场依
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投资热
土之一——

来自乌克兰的萨沙夫妇自

主创业，在北京开办了一家健身工作
室。“我们按照网上查的地址，带着护
照等必要材料来到石景山区企业开办大
厅打听消息。工作人员指导我们现场填
报申请材料，两天后就领到了营业执
照，效率实在太高了！”萨沙感叹道。

“一天拿执照、当天领发票”，北京
开办企业时间从 2018 年的 5 天全办好，
进一步提速至2019年4月的最快1天全
办好。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
长预期 0.2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
济增长预期 0.1 个百分点，中国成为全
球唯一被上调今年增长预期的主要经济
体。IMF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稳健增长
的动力来源于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增长

“韧性”。
“中国经济结构继续朝着优化、调

整、升级的方向发展。”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毛盛勇说。

持续深化改革开放 紧抓机遇合
作共赢

苹果公司设立大中华区总部、三菱
商事设立化学品业务亚洲区总部、霍尼
韦尔公司设立汽车零部件全球研发中
心、耐克公司设立数字工作室……5月6
日，上海，一场聚集全球27家知名跨国
企业的颁证仪式颇受外界关注。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22家企业获颁地区总部证书，
其中10家为大中华区及亚太区总部；5
家企业获颁研发中心证书，其中3家为
全球研发中心。

开放的上海，是开放中国的一个缩
影。一个道理不言自明：经济全球化时
代，哪里有市场、哪里开放的胸怀更广
阔，企业就到哪里去。

首家外资独资新能源汽车公司、首
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首家外资控股保
险公司接连诞生的背后，是中国不断敞
开大门搞建设，不断深化改革主动迎接
挑战、分享机遇。

开放，往往伴随改革；扩大开放，
往往需要深化改革。中国向来深谙此
道。

“环顾世界，有人在收缩、有人在
‘造墙’，但中国持续推进改革、扩大开
放，令人钦佩。”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
表处首席代表本·滨瀚说。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同样进入深水
区。一个判断极其重要：中国发展仍处
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洞察大变局，方成大格局。形势愈
复杂，定力越珍贵。

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彰显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以开放
促改革、谋共赢，中国从来不是营造自
己的后花园，而是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
园。

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
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
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
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重视对
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在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中
国再次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

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
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道路上勇往
直前的中国，将同世界各国一道，办大
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让世界更加和
平安宁，让人类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从改革开放新举措看中国经济活力从改革开放新举措看中国经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