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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GDP增6.3%——

“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在平稳区间”

经 初 步 核 算 ， 2019 年 上 半 年 中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 45093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3%。
这一消息迅速成为各大外媒报道和解读的热点。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文指出，“一个13.6万亿美
元体量的经济体，上半年增长 6.3%的新闻，不应让人担
心危机迫在眉睫。当今中国经济的规模与韧性与上世纪
90年代初迥然不同。2018年，中国GDP的增长相当于整
个澳大利亚经济的规模。按照目前的趋势，今年中国的
GDP增量还将超过一个‘澳大利亚’。中国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仍是全球经济最大的增长来源。”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关注中国经
济时绕不开的大背景。针对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
错误解读，许多外媒表达了理性的看法。

英国广播公司援引经济学家的观点称，中国 2019年
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为 6.2%，这并不是一个低数
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原因是中国出台的宏观调
控经济政策，而非受到贸易摩擦的影响。

英国《金融时报》也持相似的观点：“关税和美国对中
国公司的出口禁令造成了一定损失，但其影响并不像数字
看起来那么令人担心。实际上，贸易早就不再是决定中国
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了。今年迄今，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
仅占GDP的1.5%，远低于10年前接近10%的最高值。”

在日本经济新闻网站看来，虽然从同比数据来看，
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速较第一季度放缓，但如果按日本
和其他发达国家习惯的环比折年率统计方法来看，中国
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其实较第一季度更快。

中国经济数据传递的关键信号是什么？国际社会普
遍捕捉到一个“稳”字。英国路透社认为，中国6月的工
业、投资和消费表现远超预期,释放出经济总体运行在平
稳区间的信号，中国经济有望在下半年继续企稳。俄罗
斯卫星通讯社称，上半年中国经济形势总体稳定，符合
预期，全年经济增长可能在6.2%—6.3%之间。

消费和服务业稳健——

“中国正在打造更强劲的经济”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4%，最终消费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0.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 54.9%，比上年同期提高 0.5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中国
经济“半年考”成绩单不仅稳稳的，而且含金量足足的。

“在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尽管出口放缓，但国
内服务和消费正在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极好的消
息。”美国《福布斯》杂志称，中国国内需求已经增长到
足以取代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服务业目前
在GDP中所占比重最大，中国正借助不断壮大的城市中
产阶级和尖端的数字技术，进行快速的创新转型。

“中国消费者表现不俗。”美国《巴伦周刊》7月16日
刊文称，中国 6 月零售总额增长 9.8%，超过预估的 8.5%
和5月份的增幅8.6%，这是“令人振奋的强劲表现”。文
章还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指出，“中国宏观经济表现不差，
经济中最大的部分——消费和服务业稳健，就业稳定。”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网站7月15日
报道，麦肯锡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
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16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消
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中国消费者在
支持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这意味着中国制
造商向国内消费者销售的商品越来越多。”该媒体还援引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的观点指出，中国更
大、增长更快的服务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韧性。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在减少对贸易的依赖。”根据麦
肯锡的研究，2017年中国的出口只占其产出的9%，而2007
年这个比例是17%。这表明中国变得更加自立，受世界其他
国家的影响也降低了。麦肯锡亚洲区董事长奥利弗·汤比
表示：“我认为这是中国正试图做的事情之一——打造更
强劲、更多样化的经济。”

“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再平衡。”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
家劳伦斯·布恩评价说。

提振世界信心——

“中国继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

在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的 7 月 15 日，路透社报道
称，“亚洲股市当天上涨，投资者松了一口气。因为鼓舞
人心的中国数据显示，由于北京加大刺激力度，这个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开始企稳。这种积极的情绪可能
会蔓延开来。”综合法新社等多家外媒消息，欧洲股市当
天早盘也出现上涨。

此外，路透社还观察到，“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
口市场。中国经济半年数据的公布，还使澳元在 7 月 15
日涨至 7月 4日以来的最高点。”澳洲联邦银行经济学家
瑞安·费尔斯曼分析说：“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
将继续刺激经济以实现年度增长目标。从澳大利亚的角
度来看，这是有利的。”

在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国际投资者
信心不足的当下，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为世界经济增
长注入动力。正如肯尼亚中非问题专家阿德希尔·卡文所
说，在贸易保护主义逆风扰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中
国将继续发挥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

据 CNBC 网站报道，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
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稳步提高。具体而言，在贸
易、科技和资本这三个维度上，自2000年至2017年，世
界对中国的依赖性从0.4%升至1.2%。该报告还指出，“世
界其他国家受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反映出中国作为一
个市场、供应方和资金提供者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多家外媒关注到，在保持经济稳健前行的同时，中
国还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开放胸怀拥抱世界。这让国
际舆论更加看好投资中国的前景。

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公
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征求意见稿）》，强调对各类市
场主体要一视同仁，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建立惩罚
性赔偿制度。这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
分。德国《商报》网站评价说：“中国正通过减少投资和
市场准入障碍等一揽子措施，为企业提供经营便利。”

俄罗斯外长驳斥“中国威胁论”

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所
谓的“中国威胁论”是一个旨在阻止莫斯科与北京关系
发展的说法。俄中两国发展睦邻关系的方针具有全方位
和长期性的特点。俄中两国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旨
在促进两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造福两国人民。

拉夫罗夫指出，就像两国领导人6月在莫斯科会晤
后所说的那样，俄中两国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和战略互动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俄中两国不
仅在军事政治领域加深了互信，双边贸易额也在创纪
录地增长，并且扩大了文化和人道主义联系，此外，
两国还在国际事务中加强了协调。

——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7月17日报道

澳大利亚警察学习中文

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一些警察正在学习中
文，目的是能够更好地与辖区内说中文的居民沟通。

“森尼班克地区讲汉语的人占总人口的30%，周边
郊区的比例也接近这一数字。学中文是为了解决我们
核心用户的关切问题。”该活动的发起人迈克尔·莫里
尔警官表示，“如果我们能和受害者说几句话，让他们
在经历痛苦时感到更多的安慰，那就是成功的。”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一些当地警察也切身地体
会到外来居民在当地生活的不易。他们也对非英语背
景的人有了更多的耐心和关注。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月17日报道

海南受到俄罗斯游客青睐

俄罗斯Tez Tour旅游公司表示，2019年夏季，公
司客户选择到中国海滩度假的需求同比增加了 338%。
该公司决定，将从俄罗斯各城市飞往海南的航班数量
增加4倍。同时，该公司将继续运营从新西伯利亚、叶
卡捷琳堡去往海南度假旅游业务，并增加从莫斯科起
飞的航班数量。该公司代表说：“中国海南越来越受到
俄罗斯游客的青睐。该地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独特的气候条件、提供现代中医服务的高品质酒店、
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景点等。”

——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7月16日报道

进入21世纪，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
中国元素越来越多。其主要呈现形式有：中国功夫、中
国传统文化、人物形象、饮食服饰、优美的自然风光、
现代城市景观等。

近年来，西方电影中的中国元素和中国形象一改过
去刻板甚至负面的特点，变得越来越积极正面。在不少
西方电影中，中国不再是贫穷落后的形象。例如，在
2006年的 《碟中谍3》、2008年的 《蝙蝠侠：黑夜之神》、
2013年的《007：大破天幕杀机》等影片中，都出现了中
国现代都市的繁华景观。从内容上看，中国元素在一部
电影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中国角色的戏份逐渐增
多，推动剧情的作用逐渐增强。

出现上述变化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历史悠
久、文化资源丰富。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需要借
助中国元素丰富影片表现、进行题材创新，以新颖的故
事情节、奇特的视觉形象来满足世界观众的观影需求。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电影市场日益壮
大。如今，中国银幕数量已跃升到世界首位。西方电影
需要借助中国元素，使中国观众感到亲切，赢得他们的
好感与支持，从而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提升全球票房
收益。

目前，西方电影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
之间仍存在差异。不少西方影片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如
太极、阴阳、长城、山水、庭院等，只是中国文化的表
层符号，其深层内涵并没有被展示出来。西方电影在呈
现这些元素时，传递的仍是西方价值观。

同时，西方电影人在运用中国元素时，也有一些独
特创新。他们试图将中国元素融入电影制作、情节运用
和故事逻辑中，在简单、通俗的题材中打造新亮点。不
少西方电影中出现的中国饮食、服饰、楼台亭阁等也比
较考究。此外，西方电影也在努力缩小中国元素与西方
受众之间的距离。

出现在西方电影中的中国元素，大大促进了中西文
明的交流互鉴。其一，增加了西方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了解，这有利于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
力。其二，从西方电影塑造的中国形象中，中国观众能
够发现、认识中华文化的别样魅力。其三，中西文化以包容
开放的心态相互欣赏、相互借鉴，有利于消除隔阂，取长补
短，进而实现文化互融、文化共生。

为了使西方电影中的中国元素在创新之余保留“原
汁原味”，中西电影人的交流与合作必不可少。双方可以
通过电影节、研讨会等形式，就如何在西方电影中正确
解读中国文化、运用中国元素等问题进行对话。在电影
创作中，西方电影人一方面要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
历史语境和现代发展，在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的同时注
重对其进行恰当的现代解读。另一方面也应注重“精准
性”，即在中西方思维方式、文化传统、观众审美等存在
差异的情况下，要恰当使用中国元素，避免出现不伦不
类的现象。此外，中国电影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加大对中国文化的宣传力度，促使西方观众更加准确、
清晰地理解西方电影中的中国元素。

（周祺琪采访整理）

国际社会点赞中国经济半年报

“世界经济引擎”依然动力充沛
本报记者 李嘉宝

近日，2019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
一系列数据传递出哪些信号？中国经济将
为世界带来什么？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近日，2019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
一系列数据传递出哪些信号？中国经济将
为世界带来什么？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国际论道

2019年1月28日，山东烟台港集装箱码头一片繁忙。 唐 克摄 （人民视觉）
7月15日，一汽解放第100万辆解放J6卡车在吉林长春下线。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海外声音海外声音

7月15日，第六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
育中心开幕。在黑河展区，中俄两国演员以中俄合建
的首座跨境公路大桥——中俄黑龙江大桥为主题，合
作表演文艺节目。 刘 洋摄 （人民视觉）

5月1日，外国游客在海南省三亚市南山景区参观
游览。 陈文武摄 （人民视觉）

近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迪
士尼日前发布了重新制作的真人版

《花木兰》预告片。1998年动画片《花
木兰》 上映时，中国还不是迪士尼的
主要市场。但 20年过后，中国已成全球
第二大电影市场。“迪士尼正积极把目
标对准中国。”南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
斯坦利·罗森说，“若想把中国观众赢回
来，必须着眼文化层面。”

据美国《综艺》杂志报道，漫威准备
为新电影《上气》挑选男主角，要求必须
是中国血统，会武术，年龄在 20-29岁。

《上气》是从官方英文名“Shang-Chi”
（商奇）音译来的，角色灵感来源于功夫
巨星李小龙。

迪士尼动画片《花木兰》海报。
（资料图片）

迪士尼动画片《花木兰》海报。
（资料图片）

中国元素成西方电影新灵感
■ 受访专家：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理事、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周仲谋

中国元素成西方电影新灵感
■ 受访专家：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理事、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周仲谋

专家
解读

中国引领互联网发展新趋势

今天，中国开发的产品正在影响整个数字世界。
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法正在被模仿。一些德国代表团还
经常到中国去，向那里的初创企业学习。这些代表团
中有投资者、出版商、互联网公司经理和许多旧经济
业态的高管。

在整个互联网行业，中国公司一直在努力引领新
趋势。例如，有 10 亿用户的微信几乎可提供所有服
务，如订购食物和电影票、与好友聊天等。硅谷对这
种发展非常重视。脸书最近也提供了一些新功能，用
户可以在线玩游戏或进行移动支付。

中国的创意还包括在电商平台上做视频直播，吸
引用户在平台上停留更多时间。这种想法正在美国被
模仿：亚马逊在今年2月也推出了产品宣传直播功能。

——据德国《南德意志报》7月18日文章

2018年 12月，中国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宝表示，该
公司的二维码技术标准将助力挪威、芬兰的移动支付
公司实现扫码支付互联互通。图为在挪威首都奥斯
陆，一家商店的收银台上摆放着支付宝广告标语。

新华社记者 梁有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