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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预期，全面向好；令人振奋，鼓舞
世界。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一份亮眼
的“期中答卷”：第一、第二季度 GDP增速
均为6.9%、企业利润快速增长、制造业投资
和民间投资增速回升、外贸结构不断改善、
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不错的增速面前，中国自信淡定。相比
于明面上6.9%的增长速度本身，一些潜藏在
深处的、能反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趋势性特
征的信息更值得关注。这些信息不仅能更加
全面反映中国经济到底“行不行”，还能让
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究竟“为什么
行”。综合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经济之所以
能够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有三方面特质不容
忽视：

一是发展理念新。理念源于实践，又指
导着实践。在经济发展起步时期，依靠资源
要素累积的粗放式发展往往会带来经济快速
增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只有发
展理念与时俱进，才能实现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中国及时提
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提供了科学理
念支撑。如，2017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3%，再次跑赢了经济
增速，就是共享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而促
进居民增收进而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作用，也符合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规律。

二是改革力度大。近年来，中国全面深
化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经济领域，面对工业制成品价格下降、居
民消费需求外流、企业再投资意愿减弱甚至
经济增速放缓等各种新常态特征，中国清醒
地认识到，经济虽然面临周期因素引致的需
求波动，但主要矛盾却集中在产品不能适应
消费变化、要素配置不尽合理等供给侧方
面。找准病灶后，中国及时在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个重点方面

推出改革措施，力度很大。今年的“期中答
卷”中，工业产能利用率提高，商品房待售
面积下降，企业负债率和成本回落，环保、
水利、教育、交通等短板领域投资加快，正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积
蓄的一股股全新动力。

三是政策措施准。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离
不开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迸发。近些年，
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科研人员、创业者等
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不仅
中央政府接连推出简政放权、减税降费措
施，各地也纷纷结合自身实际出台了支持
创业、鼓励创新的政策。其中，有的从压
减“公章数量”做起，着力降低企业制度
性交易成本；有的主动推行科技成果产权

制度改革，确保科研人员通过创新实现
“名利双收”；还有的结合辖区内自然资源
禀赋特点，积极构建“产、学、研、用”
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惠及世界。今年以
来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 经 合 组 织

（OECD） 等机构纷纷调高了世界经济增长预
期。其中，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不仅成为世界
经济预期提振的重要支撑，更与美、法、
日、德等主要经济体阶段性走强一道，成为
拉动彼此外部需求的重要力量。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行
稳；完全可以相信，中国经济未来必将致
远。这，显然是中国之幸、世界之福。

（作者为本报编辑）

中国经济已经行稳必将致远
■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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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第十六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三赛段 （多巴至贵德段） 的角逐。据悉，本届环湖赛中，来
自世界各地的22支车队将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区进行较量。图为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 博摄

7月18日，第十六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三赛段 （多巴至贵德段） 的角逐。据悉，本届环湖赛中，来
自世界各地的22支车队将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区进行较量。图为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 博摄

印方不要把越界当政策工具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敦促印方不要把派遣
军事人员越过已定国界当作达成某种目标的政策工具。

陆慷说，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界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一些国家驻华外交官对此感到震惊和难以理解，
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求证。外交部同这些国家驻华外交机构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着密切沟通。

他说，我想强调的是，此次事件事实非常清楚，中印边
界锡金段是中印双方共同承认的已定边界，这次事件的实质
是印军非法越过中印边界锡金段已定边界，进入中国领土。

“公道自在人心，中方强烈敦促印方不要把派遣军事人员
越过已定国界当作达成某种目标的政策工具。”陆慷说。

他表示，印度方面应当认清事态，尽快采取措施将非法越界
的人员撤回边界线印方一侧，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积极评价中日地方团体
合办南京大屠杀相关展览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
人陆慷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南京和日本广岛
有关地方团体共同举办南京大屠杀相关展览给予积极评
价。

有记者问，据报道，名为“被封存的记忆不再让南京悲
剧重演”的展览15日在日本广岛开幕，该展览由南京民间
抗日战争博物馆与广岛南京大屠杀展主办委员会联合举
办。中方对中日地方团体共同举办此活动有何看法？

陆慷说，今年是南京大屠杀 80周年。南京大屠杀是
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
是一段不容抹杀的惨痛历史。只有深刻汲取历史教训，
以史为鉴，才能避免战争悲剧重演，才能真正维护和
平，开创未来。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本报北京7月18日电（记者杜一菲）
国家主席习近平 18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来
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
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巴两国友谊源远流
长。中国是最早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
业、最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
坦国的国家之一。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相
互信赖、相互支持，是真正的好朋友、好
伙伴、好兄弟。近年来，中巴两国高层交
往密切，政治互信更加巩固，各领域合作
得到稳步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
力，在政治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协
调配合，保持高层交往，不断推动两国各
领域合作。中方赞赏巴方始终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
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中方愿与巴
方共建“一带一路”，支持有实力、有条
件的企业到巴勒斯坦开展投资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我们愿同巴方在工业区建设、
人才培训和太阳能电站项目等方面合作，
帮助巴方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双方要继续
加强在文化、教育、科研、党际、地方、
民间、青年等各领域各层次交流合作，不
断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习近平就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
四点主张：

第一，坚定推进以“两国方案”为基
础的政治解决。中方坚定支持“两国方
案”，支持建立以 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
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
立的巴勒斯坦国，将一如既往地为解决巴
勒斯坦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中方呼吁切实落实联合国安
理会第 2334 号决议，立即停止在被占领
土上一切定居点活动，立即采取措施，防
止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尽快复谈，加快
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从根本上实现共
同持久的安全。

第三，进一步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
壮大促和合力。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协调，
尽快推出共同参与的促和举措。中方愿参
与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巴勒斯坦问题政治解
决的努力，拟于年内召开巴以和平人士研

讨会，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启智献策。
第 四 ， 综 合 施 策 ， 以 发 展 促 进 和

平。在推进政治谈判的同时，应高度重
视发展问题，推进巴以合作。中国视巴
以双方为“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伙
伴，愿本着发展促和平的理念，开展互
利合作，继续支持巴加快发展。中方倡
议启动中巴以三方对话机制，协调推进
援助巴方的重点项目。

阿巴斯表示，巴中传统友谊如真金永
不褪色。巴方衷心感谢伟大的中国始终支
持巴勒斯坦民族正义事业，将继续坚持一

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巴
方祝贺并钦佩中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
大成就，愿密切同中方高层和各领域交
往，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巴
中经济、科技、基础设施、工业园区、旅
游等合作。巴勒斯坦高度评价并支持中国
就推动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的建设
性倡议，希望看到中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
发挥更大作用。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外交、
经济、人员培训和文化等领域双边合作
文件的签署。阿巴斯授予习近平“巴勒

斯坦国最高勋章”，以表达对中方支持巴
正义事业的深切感谢和对习近平本人的
崇高敬意。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
这体现了巴方对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
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
持公正立场的赞赏和肯定。中方将坚定
不移推动中巴双边关系和中东和平进程
不断向前发展。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为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国务委员杨洁篪、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等出席。

习近平同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会谈

推动中巴友好合作事业全面发展

7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图为会谈前，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白皮书发布

海外孔子学院已达511所
本报北京7月18日电（记者赵晓霞） 18日，教育

部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京发布 《中国语言文
字事业发展报告 （2017）》 白皮书。报告指出，普通
话普及率从 2000 年的 53%提高到 2015 年的 73%左右，
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比例超过95%，68%的国民掌握
了汉语拼音。

报告显示，在语言文化海外传播方面，2016 年新
建84所孔子学院和中小学孔子课堂。目前，中国已在
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中小学
孔子课堂；现有注册学员 210 万人，中外专兼职教师
4.6万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共有 51个国家和地
区开设了134所孔子学院和13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欧
盟 28 国、中东欧 16 国实现全覆盖。此外，截至目前，
共有 67 个国家和地区，通过颁布法令、政令等形式，
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塔里木河为胡杨林“解渴”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7月 18日电 （记者顾煜） 18

日，随着塔里木河主要源流之一——阿克苏河流域生
态应急补水开闸放水，新疆扩大了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
重点保护区应急生态补水范围，为更多胡杨林“解渴”。

据介绍，此次应急补水在满足流域国民经济用
水，完成向巴楚县、沙雅县、轮台县重点胡杨林保护区
和孔雀河生态应急补水的基础上，扩大补水范围，向叶
尔羌河下游、和田河下游、阿克苏河实施生态补水。

此次应急生态补水全年计划补水 10.15 亿立方米，
其中将向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和田河分别补水1亿立
方米、0.3亿立方米、0.5亿立方米。

为了让卢沟桥石狮子这一璀璨的石刻艺术瑰宝得
到永久保存，北京市丰台卢沟桥文化旅游区日前启动
石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通过 3D 扫描技术，为 501
只石狮一一建立数字化档案。图为两位技术人员正对
石狮进行3D数据采集。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卢沟桥石狮子建数字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