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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闫子敏、黄韬铭） 针对近期有不法
分子假冒中国驻外使领馆名义对中国公民实施电信诈骗，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16日提醒说，中国公民不要轻信任何以中国驻外使领馆
名义索取信用卡个人财务信息、要求转账或汇款的电话及邮件等，
务必提高警惕。

外交部提醒公众

警惕假冒使领馆实施电信诈骗

本报北京8月16日电（记者寇江泽） 16日，《关于汞的水
俣公约》（以下简称《汞公约》） 正式生效，这是国际化学品
领域，继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后又
一重要国际公约。中国是首批缔约方之一。

汞 （水银） 及其化合物广泛应用于化工、仪器仪表、电
池、照明、医疗器械等领域。但汞释放到环境后将长期存
在，能够通过大气长距离传输，经生物累积可对人体健康和
环境造成显著不利影响。多年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环境治
理，为达成《汞公约》发挥了建设性引导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积
极评价。同时，中国在汞污染防治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目前，中国普通干电池已基本实现无汞化。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要求
加强汞污染控制，禁止新建采用含汞工艺的电石法聚氯乙烯
生产项目，到2020年聚氯乙烯行业每单位产品用汞量在2010
年的基础上减少 50%。加强燃煤电厂等重点行业汞污染排放
控制。禁止新建原生汞矿，逐步停止原生汞开采。淘汰含汞
体温计、血压计等添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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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兰巴托8月16日电 8月14日至15日，由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派出的中国藏文化交流团访问蒙古国。该团由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周炜任团长，成员包括来
自北京和西藏的藏学藏医学专家、藏族干部、活佛等。

交流团在中国驻蒙古国使馆与蒙国立大学、国际问题研
究所、藏学研究院、国家图书馆、国家通讯社等智库、媒体
的知名学者、记者举行座谈，现场气氛热烈友好。交流团现
身说法，介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对外开放、藏
传佛教活佛转世等方面情况，回答对方关心的涉藏问题。双
方就中蒙进一步开展与两国关系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涉藏文
化、学术和宗教交流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不少共识。

交流团在乌兰巴托走访了蒙著名寺庙达希乔依伦寺和曼
巴达仓寺，受到两寺住持和其他高僧热情接待。交流团欢迎
更多蒙古国僧众到中国西藏学经、朝佛、旅游。交流团还到北
京雍和宫捐建的巨型佛像安装现场亲身感受两国宗教界在促
进民心相通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

中国藏文化交流团访问蒙古国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闫子敏） 针对美方有关报告无
端指责中国宗教自由状况，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表示，中方敦
促美方尊重事实，管好自己的事，停止利用所谓的宗教问题干涉他
国内政的错误做法。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发布了2016年
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点名批评了中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你提到的这个报告。”华春莹说，中国政府充分尊
重和依法保护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人民依法
享有充分宗教信仰自由。美方所谓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对中
国宗教自由状况进行无端指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就此向美
方提出严正交涉。

外交部回应美方报告

勿用宗教问题干涉他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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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2016 年，财政部、住建部、水利部
分两批确定了30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经过1至2
年的建设，今年汛期，这些试点城市陆续公布了
工程进展以及效果，交出了试点“成绩单”。海绵
城市建设进展如何？在防洪、生态等方面有没有
起到预计的作用？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任
南琪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综合来看，30 个海
绵城市的“成绩单”，一半进展很好，而且有的地
方实际建设面积已超过了原计划面积。

效果显现

8 月 12 日，湖南常德城区最大降雨量一度在
24小时内达到131毫米。与往年不同的是，主城区
道路排水通畅，大部分居民小区没有出现积水的
情况。这正是得益于海绵城市的建设。

在 30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中，进展良好的城
市效果已经显现。今年汛期，安徽池州、江苏镇
江、福建厦门等试点城市的试点区域未发生明显
积水或内涝。

海绵城市建设除了能缓解内涝外，对城市黑
臭水体改善也有明显作用。

广西南宁的那考河曾是一条臭水沟，水质多
为劣Ⅴ类。2015年4月，南宁入选全国首批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后，那考河改造项目启动。那考河经
过“渗、滞、蓄、净、用、排”等海绵化技术改
造后，如今已是清水潺潺、鸟语花香的湿地公园。

目前，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在全国范围内也已
经全面铺开。据统计，除了前述的 30个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外，13个省份还在90个城市开展了省级
试点，全国已有370个城市编制了海绵城市建设专
项规划。

“当然，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中，还有一些进
展相对缓慢。”任南琪说，原因主要是理念上尚未
真正理解海绵城市的内涵，再加上建设过程中涉
及到的部门多、专业面广，这些地方还没有真正
集中力量来建设海绵城市。

中国特色

所谓海绵城市，就是城市像海绵一样，遇到
降雨时能够就地或者就近吸收、存蓄、渗透、净
化径流雨水，补充地下水，需要时再将蓄存的水
释放出来加以利用。

建设海绵城市是中国提出的、适合中国国情
的城市水问题综合治理理念。任南琪说，国外相
关理念在区域发展、制度背景方面，与中国目前
的需求并不完全吻合。而海绵城市是中国综合解
决城市水问题的宏伟系统工程。

建设海绵城市，需要考虑的一大现实是中国
地区差异性大。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镇水
务研究院院长张全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中国
东西南北中，面临的问题不一样。比如北方多缺
水，南方更容易内涝。海绵城市的建设应该立足
具体问题因地制宜。

创新融资

花费大是建设海绵城市的一大难题。目前，

试点城市一方面在探索节省造价的工程手段，另
一方面寄希望于PPP。

四川遂宁巧用“土办法”，节省下了大量资
源，为解决花费大的难题提供了一个思路。遂宁
对现有道路的雨水口进行“微创”改造，大幅节
约工程造价；采用钢带波纹管、钢筋混凝土管代
替部分塑料制品，大幅缩短了工期、降低了造
价；用连砂石、碎石、多孔砖等代替价格昂贵的
成品塑料制品。

江西萍乡是全国首批海绵城市试点，按计
划，3 年要建设 159 个海绵项目，总投资 63 亿元。
这对于萍乡这个年财政收入100多亿元的小城市来
说，压力很大。2016 年，萍乡找到了突破口——
PPP模式。当年，萍乡举办了“海绵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推介会”，与78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目前，萍乡全市海绵项目已完工 43个，在
建74个，完成投资46.53亿元。

因为花费大，有一种说法认为，建设海绵城
市是“烧钱”的事。对此，任南琪表示，这是没
有看到投资带来的系统效益和城市整体水安全、
水生态环境的改善。“不少城市的政府、设计单位
把海绵城市简单化了，认为海绵城市只是改变了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这一指标，而实际上，海绵城
市是改善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

海绵城市试点两年多

带来的好处真不少
潘旭涛 常红星 李昊朗

浙江省宁波市去年入选全国第二批海
绵城市建设试点。图为宁波市东部新城生
态走廊。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浙江省宁波市去年入选全国第二批海
绵城市建设试点。图为宁波市东部新城生
态走廊。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财富》 周刊前不久发布2017年度世界500强企
业，中国115家 （内地109家） 企业上榜，数量仅次
于美国 （132家），排名世界第二，且实现连续 14年
增长。

数据显示，这109家中国内地企业的总营业收入
达到了 6.04 万亿美元，占今年世界 500 强总营收的
22%。透过数据，中国企业格局在过去一年间发生了
哪些变化？

总体向好 局部领先

《财富》 世界 500强排行榜是衡量全球大型公司
的著名榜单，自 1955年起每年发布一次。榜单基于
各企业过去一年的业绩数据而产生，其中营业收入
是首要排名依据。

2017 年中国上榜企业数量再创历史新高，与美
国的差距日益缩小，反映出中国扎实的经济基础，
实力雄厚的企业持续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另一
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
GDP同比增长 6.9%，良好的经济环境也有助于大企
业的发展。

在榜单的前5名中，中国企业占据3席，国家电
网、中石化、中石油分列2到4位。而在利润榜的前
5名中，除了排名第一的苹果公司，其余全为中国的
商业银行。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全球共有6家互联网服务公
司上榜，中国与美国平分秋色，各占3席。继去年京
东上榜后，今年阿里巴巴和腾讯也首度入围。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据此认为，此类以科技
为主导的企业“正在以极大的冲击力改变着中国经
济的微观基础”。

民企崛起 带动转型

从整体行业分布看，入榜的中国企业中，央企
或国企占到八成，主要集中在提供资金、能源、原
材料等生产要素的行业。但是，新增企业大部分是
民营企业。

比如，华为的年营收达到785.1亿美元，排名从
去年的第 129 位进步到第 83 位，首度跻身世界前
100。而在中国上榜企业的净资产收益榜上，华为位
居榜首，紧随其后的美的、腾讯、吉利都是民企。
恒大集团较去年排名跨越158位，上升至338名，成
为世界500强历史上排名单年提升最快的企业之一。

全国工商联经济部部长谭林表示，民企是创新
的源泉。与央企、国企相比，民企在资本配置上更
为灵活，更注重技术创新、产业布局、研发投入，
在全球经济寒潮的背景下迅速转型升级，实现“弯
道超车”。

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国企、民企的协奏，
激发着中国经济整体的活力。刘俏说，民企的崛
起，意味着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力量的进
一步加强。

前景光明 追求伟大

《财富》 世界 500强排行榜中，中国企业不但数
量在增加，其世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展现着大
国的经济实力。

然而，当前中国企业还普遍存在“大而不强”
的问题。数据显示，内地109家上榜企业的平均总资
产收益率为1.65%，而美国企业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为4.79%，是中国企业的2.9倍。

在这 109 家企业中，还有 11 家企业处于亏损状
态。京东亏损 5.73 亿美元居首，其余 10 家企业中，
煤矿产业占大多数。在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探索
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盈利模式，是不少中国企业的当
务之急。

“中国到了需要产生伟大企业的时候，价值创
造正在成为中国企业追求的首要目标。”刘俏说。
未来，世界 500 强里不只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
还应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借经济结构转型的“东风”，
用科技创新创造更大的价值，让中国品牌在全世界
绽放光彩。

世界500强 中国面孔多
刘少华 顾桥孜

8月11日至16日，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16个
省区市代表队的1500多名残疾人演职人员，参加第九届全国
残疾人艺术汇演 （东部片区） 声乐、器乐、舞蹈、戏曲四大
类105个节目汇演。残疾人演员用精彩的演出献上了一台美轮
美奂、精彩绝伦的艺术盛宴，他们自强自立、追求梦想的精
神一次次感动观众和评审专家。

图为 8月 16日，残疾人演员在山东济南省会大剧院演出
戏曲。 杨 宣摄

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举行

8月 16日，拱北
海关查办的“4·05”
走私大案主要嫌疑人
纪某被押解回国。纪
某是深圳一知名电商
公司负责人，该公司
涉嫌走私案值3.21亿
元。去年 10 月，纪
某被国际刑警红色通
缉。今年 8月，纪某
被印尼警方抓获。
孙海波 吴泽文摄

走私案逃犯被押回国

上海书展开幕上海书展开幕上海书展开幕

8 月 16 日，2017
上海书展在上海展览
中心开幕。本届书展
以 “ 砥 砺 奋 进 的 五
年”为主题，在为期
一周的书展期间，全
国 500 多家出版社将
携15万余种精品图书
供读者挑选。书展特
设 “ 砥 砺 奋 进 的 五
年”主题图书展馆。

图为书展现场，
读者正选购图书。

王 冈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