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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8日公布的前7个月我国外贸进
出口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16.72万亿元人民币，比去
年同期增长 8.6%。其中，出口 8.89万亿
元，增长 5%；进口 7.83 万亿元，增长
12.9%；贸易顺差1.06万亿元，收窄30.6%。
“从整体上看，我国前 7个月的外贸

实现了稳增长。”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
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说，进口增长更
快，在压力下出口增长 5%，保持匀速增
长并不易。

7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2.6万亿元，
增长 12.5%。其中，出口 1.39万亿元，增
长 6%；进口 1.21万亿元，增长 20.9%；贸
易顺差1769.6亿元，收窄42.6%。

前 7个月为何进口增长更快？白明
认为，我国鼓励进口的一系列措施正在

积极推进，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到的对外
开放重大举措之一就是主动扩大进口，
这就包括降低关税、贸易便利化、举办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这是今年
的重要工作，我们正在创造条件。

7月 31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明
确提出稳外贸的要求。白明认为，从自
身条件来说，扩大进口是我们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需要。我们通过国际市场
扩大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资源配置机
会更大、效率更高。
“最近一些日子我们消费品进口与电

子商务发展形成共振效应。大宗商品对
外依存度大，进口均价涨跌互现。原油天
然气等进口势头强，价格上升。”白明说。

外贸增长最主要是依靠中国自身
的贸易转型升级，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自贸区建设稳步推进，还有中国市场的
多元化。

前 7个月，对欧盟、美国、东盟和日
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均增长，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

中欧贸易总值 2.46 万亿元，增长
5.9%，占我外贸总值的 14.7%。其中，我
对欧盟出口 1.46万亿元，增长 4%；自欧
盟进口 9991.1 亿元，增长 8.7%；对欧贸
易顺差 4613 亿元，收窄 4.9%。中美贸
易总值为 2.29 万亿元，增长 5.2%，占我
外贸总值的 13.7%。其中，我对美国出
口 1.66 万亿元，增长 5.6%；自美国进口
6250.1 亿元，增长 4.3%；对美贸易顺差
1.04万亿元，扩大 6.4%。

前7个月，我与东盟贸易总值为2.11
万亿元，增长 11.6%，占我外贸总值的

12.6%。其中，我对东盟出口 1.15 万亿
元，增长 9.9%；自东盟进口 9673.7亿元，
增长 13.6%；对东盟贸易顺差 1802.1 亿
元，收窄6.5%。中日贸易总值为1.2万亿
元，增长4.3%，占我外贸总值的7.2%。其
中，对日本出口 5318.9亿元，增长 1.3%；
自日本进口6653.3亿元，增长6.9%；对日
贸易逆差1334.4亿元，扩大37.1%。

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合计进出口 4.57万亿元，增长 11.3%，高
出全国整体增速2.7个百分点，占我外贸
总值的27.3%，比重提升0.7个百分点。

白明认为，下半年中国对外贸易遇
到的最主要挑战还是世界经济的不确
定性，确保稳增长仍要付出巨大努力。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记者郁

琼源）

稳增长 促转型 迎挑战
—解读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数据

按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统一

部署，近日国务院决定将国家科技教育

领导小组调整为国家科技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审议国

家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及重大政策；讨

论、审议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项

目；协调国务院各部门之间及部门与地

方之间涉及科技的重大事项。这体现

了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重视和提升创

新能力的决心，是聚焦争创世界主要科

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在更高起点上优化

顶层设计、推进自主创新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

力、多点突破、纵深发展，在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同时，也应

看到，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

强，科技创新资源分散、重复、低效的问

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科技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

有很大差距，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要求还很不适应。

领导小组中既有科技、教育部门的

主要负责同志，也有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民银行

等部门的“一把手”，还有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等

军地科研部门负责人。有专家指出，成

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有助于更好地运

用系统思维，聚焦国家需求，统筹整合力

量，发挥国内市场优势，强化规划引领；

有助于加速形成更有针对性的科技创

新系统布局，系统安排科技创新平台；有

助于大力强化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加快

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以期在

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尽早取得突破。

欲致其高，必丰其基。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实现科技创新历史性跨越，离

不开体制机制的支撑和保障。高擎改

革这个“点火器”，就要坚决扫除阻碍科

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加快改革

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实施方式，打

通科技成果向市场转移转化的通道，优

化科技政策供给，完善科技评价体系，

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把人才创新创造的

活力充分激发出来，使科技创新的源泉

和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记者
陈芳、余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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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倪大伟报道：驻沪部
队立功受奖官兵及家属代表看上海活动
日前圆满落下帷幕。在几天的行程中，
1200余名代表探访英雄足迹、共享发展
成果、领略上海美景，让军功章的荣耀闪
烁浦江两岸。这是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
会连续第五年主办的品牌双拥项目，深
受驻沪部队官兵及家属欢迎。

想官兵所想，急军属所急。上海市
拥军优属基金会注重紧贴官兵和军属需
求实际，不断创新拥军优属服务内容和
形式，更加注重文化拥军、智力拥军、精
神拥军，更加关注军队老干部、遗属，更
加关注官兵家庭困难，今年安排的 100
多个拥军优属项目全部办到官兵和军属
心坎上。

年初，他们在调研优抚对象需求时
发现，一些军休干部遗孀还存在现实困
难。为此，他们设立“关爱军休干部遗孀
专项基金”，发动社会力量一起办实事、

解难题，并于“八一”前夕向驻沪 2000余
名军队老干部和遗属赠送慰问品。

该基金会还联合大型国企，推出特
别优抚上海烈士遗属的营养计划，由营
养师制订一人一案的个性化营养方案并
提供乳制营养品，通过提供全程健康关
怀体验，让每一位烈属都真切感受到尊
崇感和获得感。

关爱官兵家属，同享社会尊崇。他
们在暑期举行“关爱军人孩子行动”夏令
营、“军嫂亲子沙龙”等活动，开办多个技
能培训班，并制定《驻沪部队军官、士官
家庭特殊困难求助暂行办法》，帮官兵解
决实际困难。

文体活动进军营也是该基金会一直
坚持的做法。在今年举办的“双拥杯”
军民健身系列赛中，驻沪部队上万官兵
报名参赛。以“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为主题组织的 20多场文艺巡
演，丰富了基层生活。

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紧贴需求创新服务

百余拥军优属项目暖人心

据新华社武汉8月9日电 （记者
谭元斌）我国科研机构成功研制气载放
射性 PING监测仪设备，并开始在商用

领域替代进口产品。
记者 9日从湖北省国防科工办和中

船重工七一九所了解到，日前在秦山核

电现场召开的烟囱排气辐射监测系统
（R07）PING 监测仪设备最终验收会
上，由中船重工七一九所研制的气载放

射性 PING监测仪设备顺利通过验收。
这是七一九所研制的PING监测仪设备
首次应用于商用核电站，标志着国内唯
一的国产化PING监测仪设备在商用核
电站开始替代进口产品。

据中船重工七一九所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前，该监测仪设备未实现国产
化，长期依赖于从美国、法国等国企业
进口。

我国核领域一重要监测设备成功实现国产化

本报广州8月9日电 特约记
者高毅、通讯员邓平报道：今天
15 时 20 分，南部战区联指中心指
挥战区空军贵阳某机场一架运输
机，飞行数千公里抵达南沙永暑
礁，将一名在南沙某海域作业过
程中突发脑溢血的 51 岁渔民，紧
急后送至海军总医院驻三亚某医
院救治，完成了一次由战区直接
组织指挥的海空和联保兵力联合
接力救援行动。

8 月 8 日 10 时 10 分，舷号为
“桂北渔 15878船”位于南沙某海域
作业，船员裴植权疑似突发中风，
昏迷不醒。当时海上气象条件较
差，附近的海警船无法转运伤员。
无奈之下，该船只能一边伴随引导
渔船赶往南沙永暑礁，一边向南部
战区海军南沙水警区永暑礁守备部
队发出求救信号。

接到信号后，永暑礁守备部队
迅速派出 2艘救援艇前出救援，于
9日零时 43分，将裴植权转移至永
暑礁医院进行抢救。经初步检
查，裴植权被诊断为脑溢血，随
时都有生命危险，急需安排飞机
紧急后送抢救。此时，受恶劣天
气影响，战区海军航空兵机场均
不具备飞机起降条件，无法派出
飞机前出救援，该部随即向南部
战区联指中心报告情况，请求实
施联合救援。

接到报告，战区领导立即前往
联指中心组织指挥救援行动，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一边
组织原广州军区总医院通过远程
会诊系统实施远程救治，一边指
挥战区空军安排具备起降条件的
贵阳某机场一架运输机飞往广
州，搭载战区联指中心协调抽组
的救援专家医疗组、急救药品器

材，紧急飞抵南沙永暑礁，并迅
速将裴植权送往海军总医院驻三
亚某医院急救。

截至发稿，裴植权仍处于昏迷
状态，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医院专
家组正全力对其实施抢救。

上图：医护人员在抢救病危渔

民。 高 毅摄

南部战区指挥海空和联保兵力—

千里海空接力 抢救病危渔民（上接第一版）

“岛就是国，守岛就是

守国门，开山岛虽小，但这

是神圣领土，必须每天升

国旗”

守岛 32 年，王继才夫妇每天早晨起
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升国旗，一人当升旗
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从未间
断。

早饭后，他们环岛巡逻一圈，在各个
点位观察测量后，走进哨所观察室，用望
远镜扫视海面。19时，他们再巡岛一遍，
撰写当天的海防日志，向上级指挥所报告
情况。32 年来，11000 多天，这样的工作
流程重复了11000多次。

刚上岛时，一盏煤油灯、一个煤炭炉、
一台收音机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这些
年，连云港市、灌云县两级政府都很重视
开山岛的建设，不仅修缮了营房，还配了
各类设施设备。

2008年春节前夕，江苏省军区给开
山岛送来一台小型风力发电机，王继
才和妻子第一次在岛上看上电视。除
夕夜，王仕花在海防日志里写道：“我
们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春节联欢晚
会，非常高兴。”无奈发电机经不住大
风 ， 不 到 半 年 就 “ 罢 工 ” 了 。 2012
年，县里又给小岛安装了小型太阳能
发电站，但仍受天气影响，无法不间
断工作。2015 年 5月，在连云港市供电
公司的支持下，一个风光储一体化的
发电项目终于登上开山岛。

岛上风大湿度大、阳光强烈，国旗容

易褪色破损，必须经常更换。曾有人对王
继才说，两个人的小岛，升不升国旗无所
谓。他很坚决地说：“岛就是国，守岛就是
守国门，开山岛虽小，但这是神圣领土，必
须每天升国旗。”

2012 年元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了
解王继才的事迹后，专门从北京送来一座
钢制移动升旗台和一面曾在天安门广场
飘扬过的国旗。王继才将这面国旗视若
珍宝收藏。

有一次，海上刮起 12级台风，王继才
担心国旗被风刮跑，顶着狂风跑到山顶把
国旗收起来。下山时，他一脚踩空，摔断
了两根肋骨。养伤那段时间，他经常收听
收看田径运动员刘翔的新闻。儿女问他
为什么喜欢刘翔？他说：“我也说不清。
刘翔在奥运会夺冠时披着国旗奔跑的情
景，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个人小账算不过来

的时候，就算一算国防大

账，一算心理就平衡了”

很长一段时间，收听广播是王继才获
知外界信息的唯一途径。32 年来，他在
开山岛用坏了 20多台收音机。他平时收
听最多的是时政新闻，他对妻子说：“虽然
我们守在孤岛上，但我们得关心国家大
事。”

每每听到海防形势有变化时，王继才
就自觉加强巡逻，有时深夜还去巡岛一
圈。他对妻子说：“这阵子，不多走一遍巡
逻路，心里不踏实，睡不安稳！”

有些人以为，王继才常年守岛，报酬
肯定不低。其实不然，民兵是不脱离生产

的群众武装组织，执勤、训练只有误工补
助，没有正式工资。记者采访时看到王继
才夫妇上世纪 90年代的一份补助单。那
时，他们每年的补助是 3700元，平均每人
每月 154 元。1995 年，开山岛建起灯塔
后，他俩因守护灯塔每年收入增加了
2000 元，但每人每月的补助仍不到 300
元。

那些年，同村人陆续富了起来，但王
继才家常入不敷出。在上海跑运输的大
姐希望王继才离岛去给她帮忙，并承诺一
年收入三五万元。王继才犹豫过，但最终
还是选择留下。

他常说：“小账大账怎么算？个人小
账算不过来的时候，就算一算国防大账，
一算心理就平衡了。”

在金钱面前，王继才一贯有自己的
原则。有一次，一个“蛇头”私下上岛找
到王继才，掏出 10 万元现金，要他行个
方便，在岛上留几个“客人”住几天。王
继才一口拒绝：“我是民兵，只要我在这
个岛，你们休想从这里偷渡！”对方恼羞
成怒，威胁要让他“吃罚酒”。他毫不犹
豫地向县人武部和边防部门报告情况，
并协助警方抓获了这名“蛇头”。32 年
来，王继才协助公安边防部门破获多起
走私、偷渡案件。

在不法分子眼里，王继才是个不开窍
的“铁疙瘩”，而在渔民眼里，王继才是“海
上守护神”“孤岛活雷锋”。渔民晚上出海
时，他会亮起航标灯；遇到大雾大雪天能
见度低，他就在岛上设法提醒渔船绕道航
行；过往渔民缺粮少药，他们就拿出自己
的备用粮食和药品接济。有一次，一条渔
船被海浪打翻，5名船员落入海中，王继
才发现后，不顾风急浪高，冒着生命危险
前去救援，把落水船员一一救上岛。

开山岛上不灭的灯塔

云端俯瞰北盘江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