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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 （又称“夏季
达沃斯”） 正在天津举行。9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在国内外与会嘉
宾看来，总理致辞传递出中国经济的诸多积极信
号，其中关于新动能的发展尤其振奋人心。新动能
正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做出巨大贡献，也为世界经济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新兴动能蓬勃发展

“新动能正在撑起经济发展的新天地”。在中国经济
的运行中，有这样一些数据：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长30%以
上，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新动能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超过1/3、对城镇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超过2/3……
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格局已经发生重大转变。

对于中国新动能的蓬勃发展，与会嘉宾有着强烈

的共鸣。
“从共享单车到移动支付，中国的创新跑出很快的

发展速度。”电通安吉斯集团亚太区首席战略与创新官
阿尔文迪·赛舒马哈文对本报记者说，其中最关键的一
点就是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只要是有合适的产
品和服务，在中国都能找到广阔的市场。

埃森哲首席战略官奥马尔·阿波什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惊讶
的成长。如今，中国正在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其在
产品的设计、制造、供应链等方面有着非常强大的创
新潜力。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国可以在工业、消费
等诸多领域的人工智能创新及应用上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则给本报记者举
了能源领域的例子，“能源领域创新是很快的。”林伯
强说，近些年可以看到能源领域的创新非常活跃。一
方面，中国致力于绿色发展，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
领域产生了很多新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新能源领
域发展成长快，这也给企业等带来很强的创新动力。

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新动能的蓬勃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市场环境。从稳
定的宏观经济，到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再到税收政策
等，中国推出了不少举措，也向世界作出庄严承诺。

与会嘉宾表达了对中国行动的认可和欢迎。
埃里克是美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的创始人，目前正

在洽谈企业在中国落地的事宜。埃里克对本报记者表
示，中国越来越多正面触及外资关注的领域。比如知识
产权保护，软件行业尤其要靠知识产权来保护利益；比如
在税收、政策、服务等方面，外资企业希望得到公平对待。

“今天总理的讲话具体深入，甚至谈到可以向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投诉，这都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他说。

在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龚克看来，创新需要良好的环境，而这个环境总结起
来就是改革开放。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则认为，新动能不
能自动形成，要看全方位的创新驱动，也就是说制
度、路径、场景、产品生态都需要创新。制度方面需
要企业内部的技术、管理、模式创新，同时需要政府
和整个社会的努力，降低物流成本、交易成本以及制
度成本等。从路径来看，今天的创新不是单个领域的
创新，而是需要综合的创新以及更加符合新产品生产
销售的模式，包括“平台+赋能”“平台+资本”等。

看好未来中国创新

中国未来创新的动力会依旧强劲吗？新兴动能的发
展前景如何？记者从对与会嘉宾的采访和发言中，听到

了不少积极的期待。
专注于图像识别技术的一家法国科技公司7月刚在

上海设立了办公室，他们的合作伙伴包括华为、百度、阿
里巴巴等不少中国企业。企业创始人卢卡对本报记者
说，中国有着强劲的消费市场，图像识别技术在无人驾
驶、健康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许多中国企业也在这
些技术领域寻求突破。此外，他在近期和不同地方政府的
接触中，也感受到中国政府和社会对技术创新的欢迎。

京东集团首席技术官张晨代表了来自中国企业的
声音。他介绍，今年一季度，京东研发投入增长80%左
右。随着创新平台的成熟，技术创新的门槛正在降
低。当前越来越多企业正在应用人工智能，未来要更
加专注场景的应用，比如智能消费、智能供应链，通过大
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等。未
来创新将不断提升体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创新不仅在技术和模式，也在制度。香港交易所
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就谈到未来如何通过融资创新助
推“一带一路”建设。他打比方说，政府资金是钢
筋，市场资金是水泥，“一带一路”建设应该争取让政
府资金与市场资金相配套，将钢筋水泥结合在一起建
设出高楼大厦。他建议，未来应该将相关国家的资源
利益与投资者利益捆绑进股权里，从而把各路资金有
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循环。

（本报天津9月19日电）

夏季达沃斯论坛嘉宾谈中国经济

新动能撑起发展新天地
本报记者 李 婕 王俊岭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记者侯晓晨） 就
美国宣布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
税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9日表示，美方的
威胁、恫吓、讹诈对中方不起作用。他同时表
示，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在平
等、诚信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磋商是
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18 日，
美方宣布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
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接受采访称，美方的意
图是同中方进行建设性谈判，解决根本问题。
至于是否及何时开展磋商，球在中方一边。中
方对此有何回应？

“美方说‘球在中方一边’已经不是第一
次了。我帮大家还原一下事实真相。”耿爽说。

“相信大家还记得，6月2日至3日，美国商务
部长罗斯在北京同中方举行中美经贸问题磋商。
就在磋商的前两天，也就是5月29日，美方宣布
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8 月 22 日至 23 日，中美在华盛顿举行经

贸问题副部级磋商。磋商结束当天，也就是 8
月23日，美方开始实施对自中国进口的160亿
美元产品加征关税。”

“不久前，中方收到美方关于举行新一轮
中美经贸磋商的邀请，双方也就有关细节保持
着沟通。但在昨天，美方却又宣布即将对价值
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进而还
要采取其他关税升级措施。”耿爽说。

他表示，美方一面高喊接触对话，一面挥舞
制裁大棒，一面发出磋商邀请，一面进行极限施
压。“这种花样似乎已经成为美方的一种套路。
对美方的这种套路，中方洞若观火，泰然处之。”

“这里我想强调：第一，美方的威胁、恫
吓、讹诈，对中方不起作用。我们将继续按照自
己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同时继续坚决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二，中美
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有分歧，不可
怕。在平等、诚信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磋商是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我
们希望美方能够体现出善意和诚意。”耿爽说。

新华社纽约9月18日电（记者刘亚南、王
文） 美国多名知名经济学家日前在纽约举行的
一个研讨会上批评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认为关税等措施无法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17 日举办研讨会，讨
论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艾
肯格林说，美国政府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不会
帮助美国工人，关税也不会降低美国贸易逆
差。并且，由于目前关税主要涉及制造业所需
的中间商品，关税反而将使美国制造业竞争力
进一步下降。

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阿利伯表示，美
国政府出台的关税和配额措施对贸易逆差的净影
响几乎为零，反而会给美国就业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7月份
贸易逆差达 501 亿，升至 5 个月来新高；今年
前7个月美国贸易逆差总计约3379亿美元，同
比增长7％。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美国在推进全球化的
过程中没有做好社会保护网，导致贫富分化加
剧；但因此诉诸保护主义是不对的，因为这将
进一步伤害原本受伤害的群体。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对话磋商是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美经济学家指出

保护主义无助于解决贸易逆差问题

本报北京9月19日电（严碧华） 中国社会
科学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19日
在京发布了《中国羊奶粉产业发展研究》。

数据显示，2018年末，中国母婴家庭群体
规模将达到 2.86 亿，相比 2010 年增长 21.2%。
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消费市场，2018年中国母
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3万亿元。长期以来，以
牛乳为原料的奶粉占据奶粉的绝对统治地位。
但随着消费需求和供给结构的变化，近年来，
羊奶粉的生产和销售显著增长，引起愈来愈多
的关注。

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药品产业
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建表示，根据研
究可以形成一些基本认识：首先，近年来，羊
奶粉产业快速发展，主要源于消费升级；消费
者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对营养的重视与追求；
支付能力的提升。相应的，媒体对羊奶和羊奶
粉产业的关注度显著增加，对生产和消费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其次，羊奶粉产业快速发展为
中国的乳品行业提供了新的增长引擎。

张永建表示，“建立和培育品牌仍然是我
国羊奶粉企业需要做的重要工作。”

9 月 18 日，由欧美同学会、法国展
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办的第三届中法文化
论坛在西安开幕。在古丝绸之路的起
点，一场中法文化的美妙碰撞正在上演。

共绘友谊“工笔画”

本次论坛主题为“‘一带一路’：文
明互鉴与创新”。论坛期间，两国政要、
文化艺术、教育届知名专家围绕文化遗
产、博物馆、艺术生活等领域展开对话
和交流，共同谱写中法文化交流互鉴的

“丝路交响曲”。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

学会会长陈竺在开幕式致辞中说，中法
两国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必将跨越时
空、超越国度，在彼此文化中得到体
现、获得发展。法国政府前总理让·皮埃
尔·拉法兰在致辞中谈到，法中两国以文
化为基础的交流实践充分证明，不同文
明之间能够实现互容互鉴互通，从而共
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进步与
繁荣。

17日晚，西安永宁门，79岁高龄的
中国著名钢琴家刘诗昆演奏了气势磅礴
的钢琴协奏曲 《黄河》 第四乐章，深深
打动了在场的中外观众。

架起中法“民心桥”

“文化交流不只是‘文化’，更要站
在‘大文化’的角度推进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中国驻法前大使、原外交学院
院长赵进军告诉记者，“亚欧大陆有许多
山脉纵横，而中国历史博大厚重，文化

交流可以打通地理上的阻碍。”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形象地比喻

说：“论坛最重要的是思想‘对流’。论
坛是‘门’，而思想是‘风’，‘对流’就
有了穿堂风，空气就会很新鲜，这就是

‘门’的价值。”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在17日下午的“中法文化大师对话”论
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建设设
计大师张锦秋借用孔子名言，强调中国
文化开放和包容的性格，这与著名法国
建筑师保罗·安德鲁的观点不谋而合。
保罗·安德鲁认为，平衡、和谐是中国
思想的基础，中国的建筑也一直在追求
这样的和谐，“我们非常期待在建筑和
城市规划中看到这样的中国模式。”安
德鲁说。

青年在了解中走近

在“中法青年论坛”上，中法两国青年
代表结合自己的工作、生活，共同探讨青
年人在文化交流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法国青年艺术家列思认为，青年人想
要促进文化交流，一定要建立在自己探
索、“眼见为实”的基础上。“我渴望了解中
国，希望用自己的眼睛来看。所以我来了，
我看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接触到很多中国
的年轻人，他们都非常优秀。”列思说。

法国驻华大使黎想也谈到了两国青
年合作的重要性。他说：“未来会更注重
加强中法青年人的文化交流，鼓励更多
青年人参与进来。让这样的论坛发展成
为中法文化交流中的强大力量。”

文化交流铺就中法友谊路
本报记者 孙亚慧

文化交流铺就中法友谊路
本报记者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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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羊奶粉产业发展研究》发布

9月19日，第十一届中国 （东营） 国际石油石化装备与技术展览会在山东东营市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由中国贸促会和山
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会期3天。来自美国、德国、俄罗斯等17个国家的52家企业和中船重工、潍柴、中海油能源股份等国内知名企业
参展。展会举办10年来，已经成为带动东营市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石油装备产业基地的助推器。 刘智峰 张保华摄 （人民视觉）

9月19日，第十一届中国 （东营） 国际石油石化装备与技术展览会在山东东营市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由中国贸促会和山
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会期3天。来自美国、德国、俄罗斯等17个国家的52家企业和中船重工、潍柴、中海油能源股份等国内知名企业
参展。展会举办10年来，已经成为带动东营市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石油装备产业基地的助推器。 刘智峰 张保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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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8日，由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
厅 主 办 的 主 题 为

“阳光下的成长”
全区第六届中小学
生艺术展演活动在
呼和浩特市举行。
此次展示活动分为
艺术表演类和学生
艺术实践工作坊，
包括器乐、合唱、
舞 蹈 、 艺 术 实 践
等。图为师生在展
示毛毡刺绣技艺。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