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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记者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2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共同维护伊核全面
协议，避免紧张局势轮番升级。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
事报告显示，伊朗浓缩铀库存已突破全面协议规定的上
限。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对伊方采取的措施表示遗憾。同时，正
如中方多次强调的，美方极限施压是当前伊核紧张局势的
根源。

他说，“我们呼吁各方从大局和长远出发，保持克制，
共同维护全面协议，避免紧张局势轮番升级。”耿爽说。

本报大连7月2日电（记者王金
海、白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日上
午在大连出席 2019 年夏季达沃斯论
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李克强表示，夏季达沃斯论坛在
中国已经举办了 13 年。当初设立夏
季达沃斯论坛时，新一轮产业革命正
在兴起，全球化步伐在加快，新业
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
当时确定了新领军者这一主题，并且
延续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当年
诸多成长型企业已成长为“参天大
树”。我们就是要让各类市场主体，
让大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同台竞技，公
平竞争，共同发展。

李克强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
下，本次论坛深入研讨经济全球化问
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上周举
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中国关于经济
全球化的立场和主张，再次表明愿与
国际社会一道引导经济全球化朝正确
方向发展。

李克强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
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
必然结果，总体上各国都从中受益。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一轮产
业革命，不仅使全球产业链、创新
链、价值链的联接更加紧密，也有力
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应坚持经济全球
化大方向，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同时健全权利公平、机会公
平、规则公平的制度安排，实现互利
共赢、平衡普惠发展。面对当前世界
经济下行压力，要弘扬伙伴精神，平
等协商、求同存异、管控分歧、扩大

共识、形成合力。以规则为基础、以
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权
威性和有效性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

李克强表示，改革开放 40 多年
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产
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全面履行开
放承诺。面向未来，中国将坚定不移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致力于发展更
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我们将深化制
造业开放，深化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开
放，稳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
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自主降低关税
总水平，完善对外开放法律法规体

系，更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中国对
外商投资的开放度、透明度、可预期
性会越来越高，整体投资环境会越来
越好。

李克强介绍了当前中国经济形
势。他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
总体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基
本面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主要经
济指标符合预期。当然，中国经济也
面临着新的下行压力。我们对此早有
预判、做了充分准备。中国市场规模
巨大、人力人才资源丰富、产业配套
齐全、新动能快速成长，经济发展有

足够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长期
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李克强强调，下一步，我们将坚
定不移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深入
落实已出台的宏观政策措施，不搞

“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不走铺摊
子、粗放增长的老路。不断深化改
革，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着力抓好实施更大规模减税
降费和“放管服”改革两件大事。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为各类所有
制 企 业 、 内 外 资 企 业 打 造 一 视 同
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金
融 机 构 加 大 对 小 微 企 业 的 信 贷 投
放，支持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融通
发展、优势互补。大力优化民营经
济发展环境，落实好普惠性减税降
费等财政支持政策。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壮大发展新动
能。坚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促进
新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深入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增强经济
创新力和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与
民生改善良性互动，瞄准民生的痛点
和堵点，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使改革
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现场嘉宾对李克强的致辞多次致
以热烈掌声。致辞后，李克强还就中
国宏观经济等回答了提问。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和保加
利亚总统拉德夫、孟加拉国总理哈西
娜、格鲁吉亚总理巴赫塔泽等政要，
以及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界
代表1900余人与会。

肖捷、何立峰出席。

李克强出席2019年夏季达沃斯
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李克强出席2019年夏季达沃斯
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本报北京7月2日电（记者陆培法） 在今天国务
院新闻办举办的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省区市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应勇介绍说，
开放是上海的最大优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上海
对外经贸合作的新机遇和新空间。

据应勇透露，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累计实到外
资 2400 多亿美元，现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687 家，外
资研发中心 448家，是中国内地外资总部型机构最多
的城市，“走出去”网络遍及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

■ 国际集装箱吞吐量位居世界第一

70 年来，上海的 GDP 从 30 多亿元跃升到 32700
多亿元，人均GDP从80美元到超过2万美元，达到
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不到全国千分之一的土地
面积，贡献了全国近 1/10的税收总收入，成为中国
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应勇说，上海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逐步转向国
资、民资、外资“三足鼎立”，现代服务业为主
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
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形成，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18%提高到目前的 70%左右。上海在全球
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位列第五，口岸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额占全国的 27.9%、全球的 3.4%，居世界城市首
位。国际集装箱吞吐量连续 9 年居世界第一，货邮
和航空旅客吞吐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三。

应勇说，2018 年，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
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4%，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 47.5件，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 1300亿元，正在加
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 第二届进博会招展工作基本完成

应勇表示，目前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各
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招展工作已基本完成。

应勇介绍，第二届进博会已有 50 多个国家确
认参加国家展，10 多个国家将成为主宾国。企业
展的面积从去年的 27 万平方米将增加到超过 30 万
平方米，确认参展的世界 500 强和行业的龙头企业
也由去年的 200 家到今年超过 250 家。

上海市发改委主任马春雷在发布会上介绍说，
特斯拉超级工厂项目一期投资为140亿元人民币，去年7月正式签约，今年1
月7日正式开工。目前工厂的整体工程建设已经基本完成，进入到生产设备的
安装阶段。今年底或明年初，大家就可能看到或买到在上海生产的特斯拉
Model3新能源汽车。

■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重点区域建设

应勇透露，目前要紧紧地抓住长三角一体化重点区域3个工作重点：一是
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目前中央已经明确范围包括江苏苏
州吴江地区、浙江嘉兴嘉善地区和上海青浦地区；二是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
的新片区；三是要将虹桥商务区建设成国际开放枢纽，打造国际化的中央商
务区和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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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大连出席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
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本报北京 7 月 2 日电 （记者李红
梅）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施予
受”器官捐献平台志愿登记人数今天超
100 万，加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平
台登记人数，全国志愿登记人数达到
1352576人，实现捐献24269例，捐献器
官69302个。

当天，中日友好医院“施予受”器官
捐献志愿者登记平台正式上线，至此全国
已有20多家医院入驻该平台。“施予受”
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平台成立于2014年3
月，是国内首个器官捐献登记网站，目前
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公民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平台。从统计数据来看，“90后”已经成
为器官捐献的中坚力量，人数比例超过
53%。

目前中国公民有 3 条渠道可以登记
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一是到当地红十
字会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填写并递交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二是
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

（www.codac.org.cn） 或微信公众号 （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进行线上登记；三
是通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授权
其他信息平台报名登记器官捐献意愿。

“施予受”器官捐献平台也可以进行志
愿登记，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仅意
味着公民表达了支持器官捐献的个人意
愿。最终捐献与否，取决于公民是否达
到了符合器官捐献的医学状态及必要的
程序，并经过严格的伦理、医学等程序
进行。此外志愿者还可随时取消登记。

全国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逾135万

新华社拉萨7月 2日电 （记者
格桑边觉、春拉） 记者近日从西藏
自治区图书馆了解到，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西藏罗布林卡的古
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自去年 9
月启动以来，已完成 745 函古籍普
查登记工作。

据介绍，罗布林卡普查登记的
745 函古籍中，包括新宫内保存的
古籍 361 函、格桑颇章内保存的古
籍 19 函、坚赛颇章内保存的古籍
151 函、格桑德吉颇章内保存的古
籍 117 函和夏典拉康内保存的古籍
97函。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部主任
尼夏介绍，罗布林卡一些古籍文献
存在着粘叶、错序、虫蛀、脱线等
现象。普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按

照古籍普查和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双
重标准流程，对每一函古籍的每一
叶进行点校、除尘，发现有虫蛀、
破损等情况，均详细登记在电脑端
和纸质普查本上。

此外，工作人员为古籍新配置
了包经布 343 函，对缺失标签的文
献，邀请藏文书法家补写了函头标
签 250 函。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对
罗布林卡内古籍收藏量最多的准增
颇章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尼夏说：“罗布林卡古籍普查工
作是西藏自治区可移动文物管理部
门和古籍普查部门首次联合开展工
作，双方明确分工、协作共享，避免了
今后重复普查对古籍文献的二次破
坏，这对其他重点收藏单位的普查工
作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

西藏罗布林卡完成745函古籍普查

日前，来自意大利的两名警员与重庆公安民警在重庆开展为期10天的
联合巡逻。联合巡逻小组采取步巡、车巡相结合的方式，在解放碑步行街、
洪崖洞、江北机场等热门旅游景区和人员密集场所进行联合巡逻。从 6月

24日至7月5日，意大利警方共派出8名警员来华，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
4个城市与中国公安民警开展联合巡逻。图为7月2日，中意联合巡逻小组
的警员在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老街巡逻。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中意警员在京沪渝穗联合巡逻中意警员在京沪渝穗联合巡逻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锡伯族农业产业园内，以“献礼新中国70
周年华诞”为主题创作的《我爱你中国》《美丽盛京》等巨幅稻田画日
前进入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众多游客。 王登虎摄 （人民视觉）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锡伯族农业产业园内，以“献礼新中国70
周年华诞”为主题创作的《我爱你中国》《美丽盛京》等巨幅稻田画日
前进入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众多游客。 王登虎摄 （人民视觉）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沈阳巨幅稻田画进入最佳观赏期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记者
于佳欣）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在
商务部当日召开的“稳外贸、稳外
资、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上说，为配
合负面清单顺利实施，商务部正在全
面清理负面清单以外的外资准入限制
措施。

几天前，中国发布了 2019 年版
的全国和自贸试验区两张负面清单，
进一步扩大农业、采矿业、制造业、
服务业等领域开放。6 年来经过 5 次
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从6年
前的190条缩减到现在全国版的40条
和自贸区版的37条。

商务部表示

全面清理负面清单外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呼吁各方共同避免伊核紧张局势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