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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微信公众众号号““新华社新华社”《”《播种进入倒计时播种进入倒计时

美国豆农焦虑加剧美国豆农焦虑加剧》》

网友“徐郡”

任性妄为带来的结果就是损人不利己。

网友“陈欣”

美国发动贸易战最终结果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
己的脚！

网友“鮘汉”

美国农场主和消费者的反应，直接反映出中美
两国在经贸问题上，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在
诚信、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磋商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心声网友心声

转载情况：约47次，旺报等转载

宏观政策层面，今年以来积极效应正不断显
现。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积极的
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从个税、增值税、社保费调降
到“放管服”等一系列改革，政策为经济平稳运行
保驾护航。中国官方多次表示，中国政策储备还有
很多，政策空间还很充分。微观主体层面，正与政
策实现良性互动。一季度，全国日均新登记企业
1.65 万户，增长 12.3%。工信部对 1.5 万家企业的调
查显示，2/3 的企业表示订单情况良好。以企业为
主体，中国的创新亦呈现蓬勃朝气，一批新产业、
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接连出现。政策保持连续
性稳定性，微观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有着更可期的
未来，中国经济亦有持久的动力和活力。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中
国经济，有大海的魄力；我们更有足够的理由满怀
信心，努力奋进，拥抱中国经济更好的未来。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望海楼””文章文章《《中中

国经济的信心来自哪里国经济的信心来自哪里》》

（栏目编辑：李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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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网友“李跃国”

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

网友“火苗”

为百姓着想，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恒心。

网友“六眼飞鱼”

我们做好自己，自然无惧风浪！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半月谈半月谈”《”《伟大的万里长伟大的万里长

征征，，从这里出发从这里出发！》！》

网友“十八公”

饮水思源，不忘初心！

网友“我从远古追梦来”

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
理想和革命宗旨，不能忘记革命先辈、革命先烈，
不能忘记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

网友“Nuanyang”

长征精神，在岁月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网友“选民”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解局解局】】围观围观

““2929岁挂职副县长岁挂职副县长”，”，人们在质疑什么人们在质疑什么？》？》

网友“西部胡杨”

允许质疑，就像在阳光下阴影无处遁形。摆出
事实才能服众。

网友“Rabbit”

选人用人必须公开、公平、公正、透明。

网友“Pikachu”

为何不将选拔过程进行公开，来消除大家的疑
虑？遮遮掩掩恐怕难以解决问题。归根结底，是要
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转载排行

近日，美国政府发布针对华为等公司的限制交易
令，引发全球舆论一片哗然。很多人在问：华为能挺得
住吗？

5月21日，一篇2万字的任正非采访实录在网络上迅
速传播，对这个疑问作出了回答。21日，华为创始人任
正非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真出现美国芯片完全不能供
应的情况，华为没有困难，因为所有的高端芯片华为都
可以自己制造。”

任正非的自信与底气深深地感染了中国网民。在网
媒新闻评论区，很多网友不约而同写下这样一句话：“伟
大都是熬出来的。”

绝地反击：不被别人“卡脖子”

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实
体名单”，名单上的企业或个人获得美国技术需先获得有
关许可。随后，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谷歌公司暂停与华
为的部分业务合作，其他一些美国公司也开始停止对华
为的零部件供应。

然而，让美国意想不到的是，华为迅速启用了备用
方案。

5月17日开始，一封华为海思总裁致员工的信在网上
热传。信中写道：“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
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

正如信中所说：“华为多年前已经做出过极限生存的
假设，预计有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
获得，而华为仍将持续为客户服务。”在海思推出的一系
列产品中，麒麟芯片最为外界所知，广泛应用在华为智
能手机产品上。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一篇名为 《华为这一招，关键
时刻顶大用》的文章称，“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
假设，数千海思儿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
征，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当这一天真的到来
时，这些研究成果获见天日，让华为不被“卡脖子”，能
够“在极限施压下挺直脊梁，奋力前行”，令人感佩，更
发人思考。

央视新闻客户端一篇评论指出，面对美国的极限绞
杀，华为凭借长期以来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战略远见
和奋斗创新精神，打了一个漂亮的绝地反击战！

在各大网站、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
网友们力挺华为。“从最坏处着手，往最好处发展。有备
无患，华为加油！”“支持华为，中华有为，共渡难关。”

“华为挺住，加油！”“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5月20日，事情又有了新的进展。当天，美国商务部

发布为期9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推迟对华为及其附属
公司现有在美产品和服务所实施的交易禁令。很多人替
华为松了一口气，任正非却说：“90天对我们没有多大意
义，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5月21日，任正非接受多家中国媒体采访，回应了外
界关切。

澎湃新闻在一篇题为 《对话任正非两万字实录：最
重要的是要沉着，我们想朋友遍天下》 的文章中这样写
道：对于美国政客，任正非给出的回应是“他们可能低
估了我们的力量”。

中国科技网的一篇文章还原了发布会现场的情形：现
场展示了一张遍布弹孔的“烂飞机”照片，一架伊尔2飞机
被打得像筛子却依然坚持飞行，任正非表示这很像此时
的华为，“边缘部分像是翅膀，可能有洞，但在核心部分

我们完全以自己为中心，而且是真的领先世界。”任正非
说，“在最先进的领域不会有多少影响。至少 5G 不会影
响，不仅不影响，别人两三年也不会追上我们。”

这次采访，也让任正非绝地“圈粉”。
央视新闻客户端评论说：“从任正非的脸上你依然看

不出太多的焦虑，听不到喋喋不休的抱怨”，“更让人感
慨的是任正非话语中的宽容和理性”，“华为的淡定并非
是强装笑颜，而是源于对最糟糕情况的预判和准备，源
于‘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中华智慧。”

大量网友留言表示“被这个大气的老头‘圈粉’
了”。网友“夜光杯”说：“有气场、有气质、有气节。”
网友“清晨之心”说：“格局决定未来，华为有为。”网
友“春风秋雨”说：“有实力才能有底气。”

美国失策：“封杀令”不得人心

与华为不断“圈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府
从宣布封锁华为那一刻起，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

5 月 17 日，一篇题为 《如此打压中国企业，很不光
彩！》的“新华时评”在各大新闻网站转载。文章说，经济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世界各国都在一条船上，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国企业之间也早已是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

“竞合关系”，贸易战没有真正的赢家。就拿美国此次将
中国企业华为及其附属公司等列入限制清单来说，损失
最大或是首当其冲受到损失的，有可能是美国企业。

央视新闻客户端引用美国电信行业资深分析师罗杰·
恩特纳的话说：“华为每年购买 110 亿美元的美国芯片，
占美国芯片出口额的20%以上，如果封锁华为将严重影响
美国半导体产业的效益。”

5月21日，环球网转载美国彭博社的一篇社评，题目
是《特朗普攻击华为是严重失策》。社评指出，这是个严
重的错误，将华为赶尽杀绝的做法不仅有失妥当，而且
极不明智。倘若这是谈判策略，那么这一决定更加失
策。美方官员声称这和陷入僵局的贸易谈判无关，但看
起来完全像是特朗普要把华为当成筹码，正如他 2018年
对中兴通讯所为。特朗普已经在他四处开花的贸易战场
上太过频繁地动用国家安全审查手段。如此行事一方面
会再开糟糕的先河，另一方面也几乎会难以避免引火烧
身，当前的僵局会更僵。

事实上，就连美国企业也并不支持美国政府的“封
杀令”。

任正非告诉记者，前几天半夜得知美国供应商努力
备货的情况，“我流泪了，感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今
天，美国的企业还在和美国政府沟通审批这个事情。”

美国媒体认为，美国会在封杀华为这一事件上向盟
友施压。然而，盟友们却纷纷表达了不同的立场。

新华社新媒体百家号发文称，法国总统马克龙16日在
巴黎表示，法国在建设5G方面重视国家安全，但不会封
锁特定供应商。16日，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局长约亨·霍
曼在该机构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反对将中国企业
华为排除在德国的 5G 建设之外。新加坡外长维文表示，
美国将中国视为“必须遏制的对手”是行不通的，超级
大国之间应存在“建设性竞争”。英国人力资源公司职员
露茜说，美国的行为只是为一己私利，格局太小，根本
不是我们支持的全球化。

科技自立：奋斗的企业有未来

“华为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这是
任正非反复强调的。

新华社客户端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华为有
700名数学家、800名物理学家、120名化学家、六七千名
基础研究的专家、6万多名各种高级工程师和工程师，形
成组合共同前进。

中国青年报微信公众号报道称，5 月 21 日晚间，华
为消费者业务总裁余承东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最快今年
秋天，最晚明年春天，华为自己的操作系统 （OS） 将可
能面市。据余承东介绍，华为的操作系统打通了手机、
电脑、平板、电视、汽车、智能穿戴，统一成一个操作
系统。

5月22日，参考消息网援引德国《南德意志报》网站
的报道称，美国现在阻止华为使用谷歌安卓软件，并想
让美国芯片制造商停止给华为供货，这将进一步刺激中
国人在技术上独立自主的雄心。

此次华为遭遇“极限施压”，再一次证明了核心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性。

5月21日，新华网一篇名为 《华为：三十功名 向死
而生》 的文章写道：30余年来，华为生于忧患。从一家
一穷二白的初创企业，扩张、成长为全球行业领导者之
一，背后凝聚着强大的意志与定力。这恰恰是中国经济
韧性强劲的缩影。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幻，最重要的就
是上下同欲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自主创新，坚持艰苦
奋斗。奋斗的民族才有前途，奋斗的个人才有前途，同
样，奋斗的企业才有未来。

的确，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5 月 22 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文称，近日，国务院

国资委一则点赞国企创新文章的微博，让无数网友心潮
澎湃。“从设计图纸开始，造出了占全球市场份额 2/3的
中国盾构机”“当年被超高压卡住了脖子，但现在，我
们连特高压都搞定了”“石油勘探、开采、炼化、输送
都曾一度落后，领先是‘干’出来的”……一项项落
后、一次次封锁，却成就了一件件科技自立、创新自主
的传奇。

①：观众在天津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智能科技展上
的华为展台参观。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②：在北京2019中国国际工业智能及动力传动与自动
化展览会上，观众体验华为5G通信技术。

春 光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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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贵州加快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
济、社会治理、民生服务、乡村振兴的
深度融合，给当地民众生产、生活方式
带来显著改变。数据显示，贵州大数据
企业已达 9500 多家，集聚了一大批世界
知名企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白皮书 （2019
年）》 指出，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超过
20％ ， 数 字 经 济 吸 纳 劳 动 力 增 速 达
18.1%，两项指标均名列全国第一。大数
据正助力贵州乘“云”而上。

图为 5 月 22 日，人们在国家大数据
（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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