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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
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提升我国外
商投资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促进外资增
长，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通知》明确，积极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
重要内容。当前经济全球化呈现新特点，我国利用外资
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不断提升我国引资新优势，促进
吸收外资实现稳定增长。《通知》从五个方面提出促进外
资增长的政策措施。一是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二
是制定财税支持政策。三是完善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投资
环境。四是便利人才出入境。五是优化营商环境。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这5年，中国在多个领域创造
了大量“世界首条”“世界首次”“世界第一”“世界
最长”“世界最快”等“世界之最”。大量令人惊叹的
工程奇迹，改变了中国，也收获了世界的赞叹。

工程成世界标杆

古往今来，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到三峡工程、南
水北调工程等，中国创造了大量令人惊叹的工程奇迹。
这5年，中国在工程领域再接再厉，屡创“世界之最”。

铁路贯通，公路通达。截至 2016 年底，中国高
铁运营里程达 2.2万公里，居世界第一，是世界上唯
一成网运行的高铁。2014年 11月 26日通车的兰新高
铁，横跨甘肃、青海、新疆 3省区，全长 1776公里，
是世界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高铁，也是世界穿越戈
壁区最长的高铁，其防风工程也是世界高铁项目中规
模最大的。2015年 12月 30日贯通的鄂拉山隧道，成
为世界最长的高原冻土隧道。今年7月15日全线通车
的京新高速公路，全长约 2739 公里，是世界上穿越
沙漠最长的高速公路。

堤坝高筑，突破难题。2016 年竣工的三峡升船
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升船机。
2016年 12月 29日通车的贵州北盘江大桥，最高落差
565米，成为世界第一高桥。今年7月7日，全球最长
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作为
史上里程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桥梁，它首创桥
—岛—隧集群方案，开辟了世界上最长的沉管海底隧
道，被誉为“当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中国工程的“世界之最”，源于工程科技世界领

先。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
工程科技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它源于生活需要，
又归于生活之中。

科技攀世界之巅

这5年，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频频问鼎“世界
之最”。原始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高技术研发成就
斐然。若干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跃升，一
些战略必争领域抢占了制高点。可谓是“上天”“下
海”，处处捷报。

先看“上天”。2016年8月16日，中国成功发射世
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
的量子通信，构建起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
学实验体系，实现国家信息安全和信息技术水平跨越
式提升。

中国看得更远。去年7月3日，“中国天眼”——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主体完工，成为
世界上口径最大、最具威力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

再看“下海”。今年 3 月，中国自主研发的“海
翼”号水下滑翔机在马里亚纳海沟下潜 6329 米，刷
新了水下滑翔机最大下潜深度的世界纪录。今年 5
月，随着在南海北部的神狐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中
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在海域可燃冰试开采中获得连续
稳定产气的国家。接着 6 月，中国承建的世界首座、
规模最大深海半潜式智能养殖场正式交付挪威。

同样令人振奋的，还有“神威·太湖之光”成为
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该套系统实现了包括处理器
在内的所有核心部件全国产化。

多领域成绩突出

除了工程和科技领域突飞猛进，这5年中国在其
他多方面也遍地开花，成绩突出。

贸易方面，2013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到4.16万
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
额达到21.79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一。

民生方面，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最大。2013 年至
2016年，中国累计脱贫5564万人。联合国《2015年千年
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生物研究方面，2016年4月在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
实验卫星上，中国实现了世界首次哺乳动物胚胎在太空
发育；同年9月，深圳国家基因库建成，综合能力居世界
第一。2017年，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深海菌种库。

据《2016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显示，2015年，中
国共提交专利申请100多万件，成为首个年度专利申
请量超百万国家，这也是中国连续第五年蝉联全球专
利申请量之首。

压题照片：港珠澳大桥“中国结”造型桥塔。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白国龙） 记者
16 日从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亚
太6C卫星顺利完成卫星通信舱与推进舱和服务舱的
对接。三舱对接成功，标志着卫星研制工作取得重要
阶段性成果，卫星将进入整星测试阶段。亚太6C卫星
是采用东方红四号高功率卫星平台的通信卫星，设

计寿命 15 年。卫星在轨运行后，可通过其高功率转
发器资源向亚太地区客户提供 VSAT、视频广播、电
视直播到户、移动网络基站传输等服务。目前，亚太
6C 卫星项目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亚太 6C 卫星计划
于 2018年上半年由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72 年 前 的 8
月 15 日，日本宣
布 无 条 件 投 降 ，
这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伟大胜
利 。 72 年 后 的 8
月 15 日，部分日
本政要继续参拜

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向该神社献上祭祀
费。

事实已经证明：72 年过去了，笼
罩在日本上空的军国主义阴云并未散
去，日本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不能
不警醒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爱好
和平与正义的人民对历史与现实保持
更加清醒的认识。

对日本来说，正视历史，反思战
争罪行，这是一门始终没有真正完成
的功课。掩盖和篡改侵略历史，修改
和平宪法，政客逢战败日必参拜靖国
神社等行径，充分说明日本部分政客
对于战前军国主义体制的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
国主义体制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相
反，在当年冷战秩序下，日本被美国
重新武装，继续充当威胁世界和平的
军事基地，这是日本右翼重新掌权，
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政治基础。

日本右翼势力与垄断资本相结
合，始终是日本可能重走军国主义道
路的推手。二战结束之后，随着日本
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垄断资本的野
心和欲望不断膨胀，他们不满足于日
本居于“经济大国”的地位，而妄想
支配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但日本“经
济大国”的地位又十分脆弱，国土狭
窄、资源贫乏，工业用原材料大部分
依赖进口。因此，日本垄断资本迫切
要求修改宪法，使日本能够重整军
备，扩充军事实力，以所谓“军事大
国”实力来确保“经济大国”地位。
随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日本垄

断资本必然求助于重新发展军工和武
力，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经
济基础。

在掌握军工集团等日本经济命脉
的同时，右翼势力更深刻地渗透到日
本的教育和传媒领域，他们从教科书
和舆论入手，歪曲历史、美化侵略，
愚弄日本人民，这是右翼势力阴魂不
散的意识形态基础。

日本右翼执迷不悟，其选择的危
险道路，既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也将
给日本人民造成灾难，必然引起日本
社会的批判与反抗。近年来，日本思
想、教育和媒体界要求正视历史的呼
声都表明，日本国内批判军国主义的
呼声日渐高涨。这也充分说明，日本
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的卑劣行径不得
人心。

今年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72 周
年，也是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发
生 80 周年。72 年后，如何面对战败，
如何反思战争罪行，如何与战前做出
有效切割，如何正视历史，这是日本
必须直面的课题。

日本政要坚持“拜鬼”，开历史倒
车者，终将误入歧途。在参拜问题
上，中方的立场非常清楚，靖国神社
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二
战甲级战犯，中国坚决反对日方的错
误做法。日方只有切实正视和深刻反
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划清界
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
际社会，才真正对得起该国“和平宪
法”中的“和平”二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
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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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55年年 中国创造的中国创造的““世界之最世界之最””
陈振凯陈振凯 郑园园郑园园 杨杨 金金

国务院印发《通知》

五举措促进外资增长

据新华社海口8月16日电（记者罗江） 第二届
中国南海 （三亚） 开渔节 16 日在崖州中心渔港举
行。正午 12时，崖州中心渔港内的上百艘渔船在汽
笛声中有序离港，标志着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
渔期结束，海南省1.8万艘休渔渔船将陆续出海捕捞
作业。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海
南休渔渔船 1.8 万艘，休渔船员 6.6 万人，涉及渔民
约26万人，数量均超过往年。

据介绍，今年南海伏季休渔期从5月1日12时至
8月16日12时，时间由往年的两个半月延长至3个半
月。

上图：渔船从海南三亚崖州中心渔港驶出。
右图：渔民在海南三亚崖州中心渔港为渔船装

冰，准备出海。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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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亚太6C通信卫星三舱对接成功
将进入整星测试阶段

亚太6C通信卫星三舱对接成功
将进入整星测试阶段

南海开渔啦

本报北京8月15日电（记者白剑峰） 8月15日，国家卫计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医疗服务总量位居世界之首，医疗质量和医疗
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医疗质量和可及性进步幅度位居全球前列。

2017 年 5 月，国际知名期刊 《柳叶刀》 发表了医疗质量和可
及性全球排名。其研究显示，自1990年至2015年，中国医疗质量
和可及性指数由 49.5 提升至 74.2 （全球平均 53.7），排名从第 110
位提高到第60位，进步幅度位居全球第3位。

医疗质量安全稳步提升。2016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
数达79.3亿人次，较2015年增加2.4亿人次，增长约3.1%。目前，国家
卫计委已成立国家级质控中心36个，基本涵盖了临床主要专业。

医疗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以微创、个体化为典型特点的现代
医疗技术在临床广泛应用，麻醉相关死亡率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
的平均水平；胸外的微创手术只需要2—3个小切口就能完成，围
术期死亡率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

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明显提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省域内就
诊率平均达到93%，县域内就诊率平均达到82.7%。优质医疗资源
上下贯通，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稳步提升。2017年上半年，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比平均增长 4.7%，由上级医疗机构向下级医
疗机构转诊的患者数量同比增长15.1%。

中国医疗服务总量世界第一
医疗质量进步幅度居全球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