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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2日电 （记者徐佩玉） 今
天，中国人民银行透露将发布2019年版第五套
人民币并公布了相关视频。

新版 1元硬币和 1角硬币保持 1999 年版第
五套人民币 1元硬币元素，调整了正面面额数
字的造型，背面花卉图案适当收缩，直径由25毫
米调整为 22.25 毫米。正面面额数字“1”轮廓线
内增加隐形图文“￥”和“1”，边部增加圆点，材
质保持不变。1角硬币的直径和尺寸保持不变。

新版 5 角硬币调整了正面面额数字的造
型，背面花卉图案适当收缩。材质由钢芯镀铜
合金改为钢芯镀镍，色泽由金黄色改为镍白
色。正背面内周缘由圆形调整为多边形。

新版 50 元、20 元、10 元纸币中部面额数
字调整为光彩光变面额数字，且调整了中部装
饰团花的样式，左侧增加了装饰纹样，同时还
调整了左侧横号码的样式、左侧胶印对印图案
的样式，取消了左下角光变油墨面额数字和右

侧凹印手感线，右侧增加动感光变镂空开窗安
全线和竖号码，同时调整了右侧毛泽东头像的
样式和右上角面额数字的样式。此外，20元纸
币和10元纸币还取消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

1元纸币主要变化与50元、20元和10元纸
币基本一致，1元纸币没有更换中部面额数字
样式，同时也没有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

此前央行已发布公告称，2019年版第五套
人民币将于2019年8月30日起发行。

7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2019年夏季达沃
斯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与会代表认为，这份致
辞向市场传递了关于中国经济的积极信号，给企业在中
国进一步发展增添了信心。展望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向
好的趋势不会改变，巨大的市场潜力会进一步释放。

“稳”字当头，经济向好

今年上半年已过，“稳”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词。
5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的稳定水平，1

至5月城镇新增就业已完成全年预期目标超过一半；一
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六成，5月份消费
增速比上月加快 1.4个百分点；前 5个月，新登记企业
达到286万户，平均每天有1.89万户企业诞生……

“当前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平稳、就业形势稳
定、物价稳定、外贸外资好于预期，这些构成了中国
经济的基本面。尽管受世界宏观形势影响，中国经济
增速有所放缓，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仍
是较高的速度。”雪松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劲表示。

法国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尹
正对本报记者说：“我们乐于看到中国经济的稳定发
展，这会进一步增强我们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他介
绍，施耐德电气目前在中国有 23 家工厂、3 个研发中
心。同时，施耐德电气继续加大在华研发投入，计划3
年内在中国的研发投入增长50%。

新加坡数字健康和数据分析公司霍尔马斯克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纳瓦尔·罗伊向本报记者介绍，他的公
司前不久和强生公司合作进入中国市场，开发帮助抑
郁症及其他精神健康疾病患者的综合解决方案。“虽然
我们刚进入中国市场，但对中国并不陌生，过去6年我
一直在关注中国。我认为中国致力于成为经济强国，

而且中国正在这么做，并取得了积极进展。”罗伊说。

改革加力，开放加快

在平稳运行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
发展？改革开放是关键。

尹正表示，李克强总理致辞中提到了多项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的具体举措，进一步向市场传递了积极
信号。“作为一家跨国公司，我们很愿意看到中国在这

些方面的努力。”
今年前 5 个月，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8930 亿

元，深化增值税改革、个税改革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
策集中发力，成效逐步显现。全年来看，近2万亿元减
税降费“真金白银”，将进一步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尹正认为，减税不仅给单一企业带来好处，还会
对整个产业链产生积极影响，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从
供给端看，上游企业享受到减税实惠的同时，会把这
个好处传递给下游客户，让他们也受益，并进一步提

高研发投入和技改的积极性，从而提
升产品技术和质量；从需求侧看，减
税能让最终用户以更低的价格购买产
品或服务，有助于进一步刺激需求。”

在罗伊看来，“中国大力推动减税
降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显然
会给企业带来好处和稳定预期，这种
做法是很正确的。”

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
一步加快，建设自贸区、举办首届进
博会、制定 《外商投资法》、降低关

税水平、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此基础
上，中国还将继续推出开放举措。

“我们对中国持续改革开放的信心没有变化，这种
信心源自中国坚持全球自由贸易的主张和扩大开放的
举措。”美国嘉吉公司亚太区主席施孟泽说。

对于未来充满信心

1亿多户市场主体、近14亿人口、9亿劳动力、全
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改善民生、消费升级，中
国经济发展的精彩故事还将继续。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安周奇认为，中国
经济增长模式更加平衡了，这种平衡来自消费驱动。
麦肯锡全球管理合伙人凯文·斯奈德表示，中国仍保持
着较高速的增长，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低，国
内市场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从过去的主要靠投资拉动正在转
向投资和国内消费市场双重拉动，而且国内消费市
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我们注意到
中国消费者在花更多的钱用于旅行、教育、医疗等
领域，消费者的存款率在降低，这都说明未来中国
消费市场的成长仍有空间。”摩根大通亚太区副主席
李晶说。

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认为，未来中国企业素质
会大幅提升，研发将成为企业的主要驱动力，这会是
一个非常好的阶段。

“埃森哲致力于成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卓越伙
伴，最近我们在上海设立数字创新中心，在深圳建立
全球创新研发中心。”埃森哲大中华区企业技术创新事
业部总裁贾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国
经济，他非常有信心。

夏季达沃斯论坛与会嘉宾收获更多信心

中 国 经 济 大 有 潜 力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新版第五套人民币要来了新版第五套人民币要来了

本报北京 7月 2日电 （记者王
政、韩鑫）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统计
显示，1-5月，全国规模以上互联网
和相关服务企业 （简称互联网企业）
完成业务收入 4282 亿元，同比增长
19.4%，比一季度加快2个百分点。

在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

长的同时，研发投入也保持较快增
长。1-5 月，全行业研发投入额达
181.2亿元，同比增长15.6%。

工信部负责人表示，互联网企业
在网络音乐和视频内容、旅游出行、生
活服务和公共服务平台等应用不断创
新，带动互联网收入规模稳步扩大。

前5月国内互联网企业增收近两成

本报北京7月2日电（记者冉永
平） 中国石化日前宣布，国内首座油
氢合建站——中国石化佛山樟坑油氢
合建站正式建成，这是全国首座集
油、氢、电能源供给及连锁便利服务
于一体的新型网点。

据介绍，樟坑油氢合建站日加氢
能力达到 500kg，主要服务周边使用
氢燃料的公交线路及物流运输车队，
氢燃料公交车加注一次只需要4分钟，
可续航300公里，具有加注效率高、续
航里程长、零污染、零碳排等优点。

首座油氢合建站在粤正式建成

本报北京7月2日电（记者叶晓
楠） 2019 世界物联网博览会暨物联
网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成果全球征集
发布活动发布会今天在北京召开。

2019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将于9月
7日至10日在无锡举行。本届物博会
以“融合创新·万物智联”为主题，

将举办 1 场峰会、1 个物联网应用和
产品展览展示、1场物联网新技术新
产品新应用成果发布会、10 场高峰
论坛以及 12 场系列活动。本届物博
会将举办各类活动 25 个，参会嘉宾
更加广泛，参会嘉宾的国际性、专业
性较往届也将有较大提升。

2019 世界物博会将在无锡举行2019 世界物博会将在无锡举行

烈日炎炎，在江西九
江市都昌县新妙湖特大桥
施工工地，建设者冒着高
温加紧施工。新妙湖特大
桥全长2292.5米，桥梁宽
28.5米，双向六车道，建
设工期 24 个月，预计主
体工程年底完工。
傅建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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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在浙江
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
道龙山村，街道党员干
部邀请村民代表现场核
对村务账目、收集意
见。今年以来，阜溪街
道积极开展“服务企
业、服务群众、服务基
层”活动，切实帮助群
众解决实际问题。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进村入户

访民情

进入盛夏时节，湖
南省衡阳县农技专家及
粮食生产企业组成的扶
贫 服 务 队 走 进 田 间 地
头，为贫困户在优质稻
生产中提供农技指导服
务，确保水稻稳产稳收。
图为 7 月 2 日，扶贫服
务队成员为贫困户提供
农技指导服务。

刘欣荣摄
（人民视觉）

农技服务

到田间

2019年夏季达沃斯
论坛 7 月 1 日至 3 日在
辽宁大连举行。会场上
手术机器人、5G 智能
沙箱、生物识别技术等
科技感十足的展示项目
吸引了众多与会者参观
体验。图为参会者用手
术机器人体验手术模拟
操作。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本报北京7月2日电（记者陆培
法） 中国准备今年开始改造一批城镇
老旧小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黄艳 7月 1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政策吹
风会上透露，经过摸底排查，各地上报
需要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有17万个，
将积极创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投融资
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黄艳称，老旧小区通常已建成

20 年以上，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
如上下水、电网、煤气、光纤等管网
破旧；养老、抚幼、物业等公共服务
缺失，不少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老人
生活不便；公共环境普遍较差等。

截至去年底，全国试点城市已
经改造老旧小区 106 个，惠及 5.9 万
户居民，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

17 万个老旧小区将得到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