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工程 让农村喝上安全水
2020年全面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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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 11日电 （记者王浩） 10 月
11 日，记者从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卫生健
康委联合召开实施水利扶贫三年行动暨坚决打
赢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战视频会议上获悉：

“十三五”以来 1.36 亿人喝上安全水；到 2020
年，全面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贫困地
区水利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接近全国平均水
平。

“十三五”以来，国家启动实施了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优先解决贫困人口的饮水
安全问题，截至今年 9月底，中央安排投资 143
亿元，各地累计完成投资 1002 亿元，巩固提升

受益人口 1.36 亿人，其中解决了 1478 万贫困人
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山东、重庆、甘肃3个省市
已率先完成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任务。

水利部通报了 《实施水利扶贫行动三年
（2018-2020 年） 实施方案》，提出农村饮水安
全是贫困退出评估的指标之一，是实现脱贫攻
坚目标的底线任务。到 2020 年，全面解决贫
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
2000 万亩，农村水电帮助 6 万户贫困家庭增
收，完成 65 万名贫困水库移民脱贫，推动水
利工程建设和管护岗位吸纳 10 万名以上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增收等。

中央安排投资中央安排投资143143亿元亿元
各地累计完成投资各地累计完成投资10021002亿元亿元
巩固提升农村受益人口巩固提升农村受益人口11..3636亿人亿人
其中解决其中解决14781478万贫困人口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的饮水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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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10月11日电 华晨宝马铁西工厂新厂区
开工仪式10月11日在辽宁沈阳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
德国总理默克尔分别致贺信。

李克强表示，宝马集团成为中方放宽汽车行业合资
股比限制后的首个受益者，开启了中德两国汽车制造业
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征程。今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放
宽市场准入，为各类所有制、内外资企业打造一视同
仁、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欢迎外国企业扩大对华合
作，更好实现共同发展。

默克尔表示，今年7月李克强总理和我在柏林共同见

证华晨集团和宝马集团签署战略性框架合作协议，释放
了德中发展长期稳定、互利双赢经济合作与伙伴关系的
明确信号。德方欢迎中方深化改革开放，放宽市场准
入，期待双方合作取得新的成绩。

本报沈阳10月11日电（记者何勇） 记者从沈阳市政
府获悉：今天上午，在华晨宝马成立 15周年之际，宝马
集团和华晨汽车集团联合宣布，股东双方将延长华晨宝
马的合资协议至 2040 年 （从 2018 年至 2040 年）。宝马集
团对华晨宝马的投资将增加 30 亿欧元；未来三到五年
内，华晨宝马的年产能将逐渐增加到每年65万台。

2017 年，约有 56 万辆 BMW 汽车交付给中国客户，

其中 2/3 由位于沈阳的华晨宝马铁西和大东两座工厂生
产。2017 年，华晨宝马铁西和大东工厂年产量近 40 万
辆。目前，已经有六款BMW国产车型在沈阳生产。这意
味着，宝马集团将在现有产能基础上，再增加六成左右
产能。

宝马集团董事长科鲁格先生说：通过持续投资，以
及在电动汽车领域的研发和生产，我们坚信中国市场是
实现业务持续增长的重要市场。我们将为中国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按照计划，2020年开始，纯电动BMW iX3将于大东
工厂下线，这款车型只在中国生产，不仅供应中国市场

需求，也将出口全球市场。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高乐表示：“在过去二十余年，宝马集团参与并在
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受益。面向未来，我们对于中
国扩大改革开放和保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充满信
心。中国正在成为驱动创新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数字化
领域。作为宝马集团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继
续在中国这个宝马最大的单一市场上扩大投资和足迹，为
中国客户带来更多更好的创新产品和个性化服务。”

华晨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投资自 2009年以来就已超
过520亿元人民币。成立至今，华晨宝马已在中国发展超
过350家零部件供应商，而其中80余家坐落于辽宁省内。

中国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 汽车行业合资股比限制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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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升级赋能升级 智造未来智造未来
10月11日，2018世界智能制造大会·智领全球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开展。本次博览会以“赋能升级，智造未来”为主题，

总展示面积约5万平方米，共有19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会参展。博览会将展示国内外智能制造领域的最新技术和顶尖产品，发布国内
智能制造示范企业的最新发展成果，同时分享智能制造实际应用方面最前沿的解决方案。

图为观众们在博览会上参观一家企业展出的智能自动化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于佳欣） 针对美
方近期称中方在贸易摩擦中的反制涉及干涉美国内
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1日表示，这是中方为捍
卫自身利益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作出的理性、克制反
应，无意干涉美国内政。针对美方近期将中国经济发
展归功于美国对华的贸易投资，高峰表示，美方言论
罔顾中美经贸合作事实，混淆视听。中国的发展，归
根结底还是中国自身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得来的。

高峰强调说，美方挑起并不断升级贸易摩擦，为
维护两国经贸合作大局，中方不愿打贸易战。中方维
护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初衷没有改变，捍卫自身
正当权益的决心也不会改变。

高峰表示，美方霸凌主义、极限施压的做法，对
中国不起作用。可能美国对运用所谓自身实力干预别
国经济的做法已习以为常，但升级贸易摩擦无助于双
方分歧解决。

■ 经济全球化已是发展大势所趋

其实，一部苹果手机的生产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生
动缩影。美国博通的触控芯片、韩国三星的显示屏、
日本索尼的图像传感器等，全球200多家供应商的零部
件漂洋过海，涌入位于中国内陆的富士康工厂，由

“打工妹”、“打工仔”的巧手组装完成，再飞往纽约、
伦敦、东京、新德里、墨尔本等全球各地的“果粉”
手中。没有经济全球化，就没有今天全球市值超万亿
美元的“苹果帝国”。

■ 美国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搅局者”

几年前，美国还有“拒绝全球化就是拒绝太阳升
起”的浪漫说法，而今天美国政界却有人声称，“全球
化带给美国千千万万工人的只有贫穷和悲伤”，“完全

消灭了我们的中产阶级”，今后“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
主义将成为我们的信条”。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一阔脸就变”，过了
河就拆桥。乌云压顶时，拉贸易伙伴“同舟共济”，尽
享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之利益；云开雾散时，却反
颜相向，手推脚踹，“同舟共挤”，还把破坏自由贸易
的脏水泼向他人。

■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

入世以来，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贸易伙
伴一同成长，相互成就。无论是风和日丽，还是凄
风苦雨，中国都和国际社会守望相助，不离不弃，
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
正是经济全球化的要义所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回
潮等表现就像一股逆流，根本阻挡不了经济全球化
前进的步伐。

“三人成虎”？痴人说梦！
■ 王俊岭

不畏浮云遮望眼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

（第三版）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中方反制理性克制 美方言论罔顾事实

在中国，“三人成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典故。
故事说的是战国时期，一个国王连续听到三个谎报城
市里有老虎的信息，便信以为真，这个故事被用来形
容“谎言重复得多了会被误认为是事实”。警惕“三
人成虎”，是中国人几千年前就有的智慧。但在人类
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地球上最发达的国度，竟还
有一些人抱着“三人成虎”的荒唐期待，妄想唬住世
人。

近来，面对“四处开火挑起贸易战”带来的经济
风险与选举焦虑，美国现任政府领导人轮番上阵，声
称中国试图干预美国选举，并对中国的近代历史、经
济发展、内外政策进行“全方位”扭曲和指责。其用
意无非是希望“三人成虎”，转移选民视线、模糊国
内焦点、借机对华施压。

然而，谎言重复一万遍也是谎言。
美国对中国的诬蔑，完全是无中生有。中国干预

美国选举？没这事。美国领导人诬称中国干涉内政的
言论，连美国人自己都不买账。美国国土安全部门负
责人明确表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试图破坏或改变2018
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纽约时报》、《华尔街日
报》等一众美国和国际媒体也直言这类指控没有什么
真凭实据。中国扭曲贸易规则？颠倒黑白。服务贸易
方面，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了 160多项需要开放的分部
门，发达国家平均开放 108 项，而中国已经达到 100
项；关税方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降到
10%，如今已超额实现当初承诺；外国投资方面，目
前 96%以上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已经实现了属地备案，
无需审批。

美国对中国的诬蔑，完全是枉费心机。说中国对
外搞“债务陷阱外交”？没人信。美国副总统彭斯让
世人“问问斯里兰卡”中国是不是在搞“地缘政治扩
张”，结果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卡鲁纳塞纳·科迪图瓦库
明确反驳道：“如果谁说中国政府给钱把斯里兰卡拖
入‘债务陷阱’，我不同意，这绝对是错误的结论。”

美国想离间中国和世界？没有用。英国《卫报》网站
10月5日发表美国进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富
克斯的文章，标题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的“对华强硬
政策”会适得其反》。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
务高级主管、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杰弗里·贝德也警告美国，如果一意孤行，脱离与中
国接触合作的发展关系，或将对美国造成负面影响，
导致美国被孤立。

美国对中国的诬蔑，完全是倒打一耙。美国端
着盆脏水，想泼谁就泼谁，其实水盆里都是自己的
影子。你说中国保护人权不力，你说中国“窃取”
美国知识产权，你还说中国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

“债务陷阱”……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甚至截然相
反。频繁爆出种族歧视丑闻的，是美国；从中国大
量收取知识产权及专利使用费的，是美国；对全球
各地乃至盟友进行“无孔不入式”监听的，是美
国；制造地区紧张局势、阻碍相关发展中国家发展
的，还是美国；主动提高贸易保护壁垒并屡次率先
加征关税的，依然是美国；世界上到底是哪个国家
动辄干涉别国内政，还是美国。老拿自己的问题，
往别人身上套，挺没劲的。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的今天，还想玩“三
人成虎”的把戏，没戏！美方应该做的，是多从两国
人民切身利益考虑，多一些有利于促进中美关系发
展、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言行，而不是相反。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