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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21日发布数据显示，

初步核算，201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为900309亿元人民币，中国经

济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人民币。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实现

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在当前

国内国际情势下，这无疑是一份有分量

的数据。

要理解这份数据的分量，就有必要

认识到：这个成绩是在国内资源、环境

约束加码，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背景

下取得的；是在国际上保护主义抬头、

对外开放面临新挑战的艰难情形下取

得的；是在全球流动性吃紧、市场供需

变数增加的复杂环境下取得的。这个

成绩，充分表现出中国经济的定力、活

力与魅力。

中国经济的定力让人印象深刻。

回望过去的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预期目标较好完成，三大攻坚战开局良

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改革

开放力度加大，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国

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中国国民经济的运

行依然保持在合理区间，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态势持续显现。

中国经济的定力源于稳定的宏观政

策和改革预期。过去一年，面对更加艰

巨的稳增长形势，中国政府坚持推进宏

观调控和经济增长方式变革，施策更稳、

更准，通过“三去一降一补”苦练内功，降

低运营风险，有效提升了中国经济抗压

能力，夯实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日前报道分

析，中国的“去杠杆”措施成效已经开始

显现，预计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将

从2019年开始下降。百达集团财富管

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兹韦费尔指出：

“中国已经成功做到在不对经济增长造

成太多影响的情况下去杠杆。”

中国经济的活力不断得到激发。

在微观政策层面，中国决策层施策手法

更加细腻，愈发重视预调微调和政策的

逆周期效能，针对不同领域、不同性质

的问题，推出众多灵活多样、靶向明确

的改革开放举措，提升了各类市场主体

的活力。

一段时间以来，推动财税制度改

革、完善商事制度、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等大力改善营

商环境的举措，激发出量多面广的创新

创造，持续释放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中国经济的魅力持续得到增强。

在保持定力、激发活力基础上，加速开

放的中国经济正展现出愈发强大的世

界魅力。过去一年，在金融、汽车等国

民经济关键领域，中国大幅放宽市场准

入的举措持续落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2018年版比2017年版减少15条，

受到国际企业界广泛欢迎；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吸引全球商家参与，向外

界展示了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在世

界银行最新《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排

名较前一年上升了32位。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新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6万多家，同比增长69.8%。

立足国情，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国

际比较优势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将成为

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方向。尽

管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

力，但是中国经济大船仍将把稳航向，

破除艰难，持续前行。这样的中国经

济，继续值得世界期待。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记
者傅云威、孙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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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记者
郑明达）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1日表
示，美方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对中国
企业正常商业行为进行各种污蔑打压，
草木皆兵、杯弓蛇影。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美官员日前以网络安全和情报
担忧为由，警告以色列取消中国投资项
目，特别是海法港项目。对此，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称，关于中国

的安全警告就是个笑话。如果中国想
要收集情报，可以在海法租一套公寓，
而不是投资一个港口的所有权。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滥用‘国家安

全’名义，对中国企业正常商业行为进
行各种污蔑打压。”华春莹说，美方在这
一问题上一再无视事实、草木皆兵、杯
弓蛇影，连其盟友都觉得可笑，“你认为
还需要中方评论吗？”

外交部评美方以“国家安全”名义打压中企

草木皆兵 杯弓蛇影

据瑞典外交部 20日消息，为筹备
定于 2 月下旬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
晤，朝鲜与美国代表日前在瑞典举行
工作会谈。韩国代表也参与了协商。

分析人士认为，在国际社会较高
期待和舆论较大压力下，朝美谈判若
迟迟不见实质性进展，将挫伤双方积
极性，不利于今后关系发展，因此筹备
工作恐怕要迎难而上，为第二次“金特
会”寻找突破口。

【新闻事实】

据韩联社报道，朝美代表集中讨
论了第二次“金特会”的议题和后勤安
排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 20 日在社交媒
体上再次表示，期待与金正恩在 2月
再次会晤。

美国副总统彭斯当天在接受福克
斯电视台采访时说，美朝领导人之间
的沟通“非常好”，美方期待朝方采取
实际举措实现无核化，特朗普总统对
此感到“非常乐观”并相信可以取得
“真正进展”。

据韩日媒体报道，韩国外长康京
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21日分别与美

国国务卿蓬佩奥就第二次“金特会”事
宜通电话。

特朗普此前对媒体说，朝美第二
次会晤地点已选定、待公布。对此，美
英媒体猜测的热门地点包括越南岘
港。路透社还报道说，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将访问越南。截至目前，越
南、朝鲜政府尚未证实此事。

【深度分析】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
郑继永认为，朝美目前都有需求推动
双方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因此工作
组级别会谈有可能为第二次“金特会”
取得一定突破奠定基础。一种可能的
方案是：朝方允许美国对宁边核设施
或其他一些地方进行实质性核查，而
美方同时放松部分对朝经济制裁，或
默许朝鲜与一些其他国家的经贸交
流，以此作为对朝方的“补偿”。

郑继永还说，尽管朝美还未宣布
会晤地点，但与去年选址新加坡一样，
应当会考虑双方接受度、距离、安全保
障等因素。

对于这次协商采取朝美韩三边形
式，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

授王生说，不能脱离朝美关系谈朝韩
关系发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问
题专家孙成昊说，目前美朝谈判主要
还停留在路线图和宏观原则上，美国
总统尚有较大决策权。若再深入到取
消制裁等具体操作层面，总统将面临
国会制衡。根据美国国会 2017 年通
过的对俄罗斯、伊朗、朝鲜制裁法案，
总统取消制裁须经国会批准。

【即时评论】

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第二次
“金特会”在即，并有可能取得一定突
破。然而，朝美之间的关键分歧无法
靠一次首脑会晤就彻底解决。如何避
免“见后又僵”的局面？说到底，彼此
既要顾面子，也要顾里子。

过去一年来半岛局势的转圜充分
证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合理关
切、解决半岛问题是唯一正确选择。
希望有关各方谈下去并谈出成果，在
又一个春天到来之际向世界传出好消
息。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记

者:柳丝、刘晨；编辑：孙浩）

第二次“金特会”能否突破“见完又僵”的局面
调查显示全球大多数

民众认同多边体系

据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20日电

（记者聂晓阳、凌馨）世界经济论坛 20日
发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全球大
多数民众认同多边体系并希望加强国
际合作，同时反对为了自己国家而牺牲
他国利益的做法。

这一调查基于世界各地一万多份
样本。76%的受访者认为，国家之间通
力合作、实现共同目标“极其重要”或
“非常重要”。其中，在南亚和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持此观点的受访者比例最
高，达到 88%；而在西欧和北美地区，持
此观点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 61%和
70%。

俄舰队对进入波罗的海的

美国军舰进行监视

据新华社莫斯科1月21日电 （记
者李奥）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网站 21日
消息，美国两艘导弹驱逐舰目前已经进
入波罗的海南部水域，俄波罗的海舰队
正在对其进行监视。

消息说，美国“格雷夫利”号和“波
特”号导弹驱逐舰已经进入波罗的海南
部水域，俄海军“勇敢”号和“灵敏”号两
艘护卫舰正在对其进行跟踪监视。

1月21日凌晨，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叙防空系统对来袭导弹实施拦截。叙利

亚军方21日说，以色列当天凌晨对叙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叙防空系统摧毁了大部

分来袭导弹。 新华社发

本报马里加奥1月21日电 贾春

明报道：当地时间 20日下午，一阵尖锐
的警报声在我第6批赴马里维和部队营
区响起，一场以“营区遭复合式袭击”为
背景的应急演练随之展开，维和官兵穿
戴战斗装具，领取武器弹药，迅速进入
预定战位。从发出警报到全员进入战
位，整个过程不到 3分钟。这场演练是
我维和部队为应对任务区严峻安全形
势所采取的具体行动之一。

根据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
特派团（联马团）发布的通报，位于马里
东北部城镇阿盖洛克的一处维和营地
20日遭武装分子袭击，造成 10名乍得
维和人员丧生，至少 25名维和人员受
伤。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当天分别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武
装分子袭击维和部队。

袭击事件发生后，我第 6批赴马里
维和部队迅速召开指挥部会议，分析研
判恐怖袭击特点和任务区安全形势，并
将防卫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目前，维
和部队已进入全面战备状态。

据介绍，为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暴
恐袭击，第 6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在组织
应急演练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近期恐
袭事件特点规律，重新修订完善了 32
项安全防卫预案。此外，他们还加强了
与联马团情报部门的信息共享，并建立
了与友军部队协同演练等机制，确保部
队有效履行维和使命。
“驻守在马里维和任务区，我们时

刻面临各种各样的安全威胁，但我们有

信心、有能力完成好维和任务。”第 6批
赴马里维和部队指挥长钟京波说。

本报马里加奥1月21日电 阿勒

木斯报道：当地时间 20日，马里维和部
队遇袭事件发生后，由中国第 6批赴马
里维和医疗分队开设的二级医院迅速
投入伤员救治工作。目前，医院共收治
8名伤员，除 1人仍在 ICU病房观察，其
余 7人情况稳定。这次紧急救援，中国
二级医院表现出色，得到联马团东战区
司令和最高民事长官的高度评价。

当地时间 20 日 13 时许，8名伤员
由加拿大医疗救护直升机紧急后送
至加奥机场。已在机场等候的我医
疗分队医护人员，同德国、荷兰、比利
时医护人员立即对伤员进行伤情评
估，随后将伤员送往中国二级医院进
行救治。

经诊断，其中 1名伤员为右臀部、
右股骨开放性骨折枪弹伤；另 1名伤员
为右大腿下段枪弹伤、右股骨下段开放
性骨折，我二级医院紧急为两名伤员进

行了清创、固定、包扎等治疗，目前这两
名伤员情况稳定。其余 6名伤员中，1
名为右上臂开放性枪弹伤，经过 2个小
时的手术后转入 ICU病房治疗，另外 5
名伤员经治疗后情况稳定。

图①：中国第6批赴马里维和医疗
分队官兵和友军共同转运伤员。

阿勒木斯摄

图②：中国第6批赴马里维和部队
狙击手在制高点观察警戒。

贾春明摄

联马团营地遭袭致 10名乍得维和人员死亡25人受伤

中国赴马里维和部队进入全面战备状态
中国二级医院全力救治友军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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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放面临新挑战的艰难情形下取得的；是在全球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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