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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围绕修例发生的示威游行和
暴力冲突中，有不少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中
有不少人是受反中乱港分子蛊惑煽动而
走上街头，以为自己站在正义一边；也有人
是意气用事，借机发泄平素累积的怨气。然
而，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明辨是非、三思后
行，不能充当反中乱港者的“马前卒”。

香港青年在成长过程中的确遇到了
很多困难，但这些问题是不能用暴力和
违法来解决的。香港社会要向前走，就
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的法治社会，而这
个法治社会一定对暴力零容忍。希望那
些已经参加了示威游行甚至参与了一些
暴力冲突的年轻朋友们，迷途知返、悬
崖勒马，回到法治、秩序的正途来，维
护好香港的繁荣稳定，而不要再向邪路
和危险的道路上继续迈进一步。

香港青年是香港的未来，也是国家
的未来，全社会都应该关心香港青年的
健康成长。首先，要加强香港青少年的
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要让他们从
小就全面、深入、客观地了解自己的国
家和民族，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第
二，香港特区政府和全社会要想方设
法，采取更有效的举措，推动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特别是帮助年轻人解决
在住房和学业、就业、创业等方面遇到
的实际困难。中央政府愿意与特区政府
和香港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努力，为他们
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第三，要为香
港年轻人融入国家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出台更多到内地学习、生活、就业、创
业的便利措施，帮助他们发现自我价
值，实现人生理想。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兴旺发达的关键
时期，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如果香港青年人
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祖国的繁荣发展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前途是非常
光明的，他们的道路是非常宽广的。

相信经过冷静思考，越来越多的香
港青年朋友将向暴力违法说“不”，共同
守护香港法治和社会安宁，并肩负起创
造美好未来的重任。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香港青年的出路绝对不在街头
■ 吴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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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PI止升回稳、温和上涨

物价怎么样，老百姓有着最直观的感受。“这两个月鸡蛋价
格下降了将近一块多。”近日，记者走进北京朝阳区和平里街道
社区超市，超市工作人员王阿姨一边整理货架上的鸡蛋一边对
记者说：“之前普通鸡蛋最贵的时候达到一斤5.5元，现在稳定在
一斤 4.5元左右。”王阿姨向记者介绍，猪肉、鸡蛋价格在近期虽
有所回涨，但这两个月来蔬菜、鲜果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2%，涨幅比一季度
扩大 0.4 个百分点。其中，6 月份涨幅为 2.7%，与 5 月份相同，
止升回稳，总体上属于温和上涨。

鲜果和鲜菜价格涨幅扩大以及猪肉价格由降转涨是影响上
半年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司长赵茂宏
介绍，上半年，鲜果价格同比上涨 16.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
大 13.1 个百分点，6 月份同比涨幅高达 42.7%；鲜菜价格上涨
9.2%，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4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鲜果和蔬菜价格的上涨是多种因素影响
的结果，既有消费升级和生产成本上升推动的因素，也有气候
变化导致供应不足的原因。随着供应增加，5月份和6月份价格
已有所回落，预计涨幅不会继续扩大。

肉蛋价格虽仍保持在高位波动，但预计大幅上涨空间有
限。张立群认为，毛猪供应偏紧是近期肉价坚挺的主要原因，
但是大幅上涨的空间有限；蛋价在进入伏季以后出现上涨是蛋
价季节性波动的正常表现，近期蛋价已有回落。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国家发改委将加大对重
点地区、重点品种，特别是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变化情况的监测
预警频次；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充实价格调控工具箱，做好必要
情况下的调控准备；指导各地认真执行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0.3%：PPI由涨转平、微幅波动

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3%，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 3.6 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
价格上涨 0.2%，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 4.9 个百分点；生活
资料价格上涨 0.7%，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4 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6 月份 PPI 涨幅由转降，下降 0.3%。从同比看，1
月份和 2 月份 PPI 的涨幅均为 0.1%，3 月份涨幅有所扩
大，至 4 月份上涨 0.9%，为上半年的最高点，5 月份回落至
0.6%，6 月份则由涨转平，总体上微幅波动。

具体来看，上半年PPI呈现出几个特点：
——石油相关行业价格波动较大。在国际油价变化的

影响下，上半年全国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 0.3%，受
此影响，下游相关行业价格在4月份后快速下降。6月份，有
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同比下降 11.0%，合成纤维制造价格
同比下降4.5%，降幅较之前月份均有明显扩大。

——金属相关行业价格涨跌互现。赵茂宏介绍，受近
期铁矿石需求增加、供给偏紧、进口价格快速上涨等多重
因素影响，上半年铁矿采选价格上涨9.9%，其中6月份当
月同比涨幅高达19.1%。

——装备制造行业价格总体稳定。上半年，在全球经
贸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装备制造行业价格
总体平稳，部分行业价格有所上涨。其中，仪器仪表制造
业价格上涨 0.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价格上涨0.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
盛勇分析，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一方面受供求关系的影
响，另一方面和国际环境，包括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高度
相关。“下一阶段 PPI的走势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总的来
看，小幅波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3%以内：完成全年目标有信心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将全年物价涨幅控制在 3%
以内。“完成这个目标是没有问题的。”张立群说，“预计下
半年物价将继续保持平稳态势，全年涨幅在 3%以内这个数
字是可期的。”

信心来自于供给充足。考察供给侧，当前工业生产平
稳，工业消费品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上半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其中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6.4%；上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174万吨，比上
年增加293万吨，增长2.1%，农产品产销两旺，禽肉、奶制
品、水产品供应充足。

信心来自于政策给力。今年 1—6 月，全国累计新
增减税降费 11709 亿元，其中减税 10387 亿元。减税降
费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的成本，为稳定物价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张立群分析，从支撑物价上涨因素看，随着 6 月份以
来蔬菜供应量加大，优化调整生猪调运措施、落实非洲猪
瘟强制扑杀补助等一系列稳猪价政策“组合拳”落地以及
西瓜、甜瓜等大量夏季时令水果的上市，蔬菜、猪肉和鲜
果价格不具备长期上涨的条件。个别商品价格随季节性因
素的波动不会改变物价总体平稳运行的大趋势。预计随着
翘尾因素的减少，下半年 CPI 涨幅在保持平稳的同时有可
能还会下降。

“目前一些对中国经济可能发生通缩或通胀的担忧，
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张立群说，“上半年经济增速尽
管有小幅回落，但是 6.3%的增长速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
中仍是名列前茅，而宏观经济稳中向好是保障物价平稳
运行的根本。因此，物价温和上涨、平稳运行的态势不
会改变。”

物 价 稳 信 心 足
本报记者 孔德晨

物价稳不稳，关乎经济运行大盘，关系千家万户小日子。

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2%、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3%。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与上月持平，物价运行总体上保持了平稳态势。

专家指出，中国经济自我循环能力强，工农业产品供给充足，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强

的基础，预计今年下半年价格总水平有望保持总体稳定，完成全年物价涨幅在3%以内

的任务没有问题。

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⑩

据新华社上海8月8日电（记者周蕊） 可
在玻璃上投射全息影像的透明投影膜、首届进
博会明星展品“金牛座”的姊妹“双子座”、

“按需印刷”解决方案、“无人仓库”……在 8
日举行的第二届进口博览会装备展区展前供需
对接会上，全球企业前来“预告”即将在华亮
相的科技新品，寻找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机遇。

装备展区专业性强，往往需要供需双方多
轮谈判后才能最终成交，提前对接变得尤为重
要。记者在现场看到，200 多名全球参展商和
全国的采购商积极寻找心仪的合作伙伴，开展
了热烈的洽谈。

作为首届进博会最大的展品，最终花落长
三角民营企业的“金牛座”龙门铣床一直以来
备受关注。在对接会上，记者了解到，“金牛
座”的姊妹“双子座”将乘第二届进口博览会

的东风，首次走出欧洲、上演中国首秀。第二
届进博会招展伙伴之一的中国机床总公司总裁
梁枫介绍，与“金牛座”静态展示不同，“双
子座”龙门铣床将在今年的展会现场开展动态
展示，向中外观众大显身手。

富士胶片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武
富博信介绍，企业从去年的首届进口博览会上
收获颇多，决定将展位从去年的 300 平方米扩
展到400平方米，并计划在11月的第二届进博
会上中国首秀防雾膜等新科技。“首届进博会
上展台的观众超过 1 万人，远超我们的预计，
而这些观众还大多是有真实采购意向和采购权
的企业中高层，让我们非常惊喜。”

首届进口博览会交易采购成果丰硕，按一
年计，累计意向成交 578.3 亿美元，其中，智
能及高端装备展区意向成交 164.6 亿美元，是
成交最为活跃的展区之一。

“黑科技”云集

第二届进博会吸引全球新品来华首发

新华社北京8月8
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
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罗照辉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印度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职务；

任命孙卫东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
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李琛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卡
塔尔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周剑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卡塔尔
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季雁池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格鲁吉亚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

任 命 李 岩 （女）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格鲁吉亚特命全权大
使。

四、免去魏敬华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阿塞拜疆共和国特命
全权大使职务；

任 命 郭 敏 （女）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阿塞拜疆共和国特命
全权大使。

五、免去翟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
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兼驻摩纳哥公国
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卢沙野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
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
使兼驻摩纳哥公国特
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马朝旭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特命
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张军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任
免
驻
外
大
使

8 月 7 日，云南
省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弥勒市第十
届阿细跳月民族节
在城区湖泉广场开
幕。开幕式上，表
演了多姿多彩的彝
族歌舞，激情奔放
的阿细跳月、别具
一格的女子唢呐和
彝族支系大黑彝新
娘婚俗敬酒习俗异
彩纷呈，让观众大
饱民族文化大餐。

图 为 女 子 唢 呐
演奏。

普佳勇摄
（人民视觉）

阿细跳月民族节异彩纷呈阿细跳月民族节异彩纷呈

8月8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在河北省磁县的禾下土白莲藕立体种养基地，当地农民
采摘莲蓬，一派繁忙景象。图为村民在展示采摘的莲蓬。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立
秋
时
节
忙
采
莲

立
秋
时
节
忙
采
莲

立
秋
时
节
忙
采
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