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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10日电（记者张烁） 在
第三十五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庆祝2019年教
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表彰大会 10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
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向受到表彰的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 11 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
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热情握手，不时交
谈，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她
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教育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教师为人师表、潜
心育人，为国家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
献。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以德施教、立德树人，刻苦钻研、教
学相长，尊重宽容、严爱相济，做党和人
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增强教师职业
吸引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会上表彰了 718 名“全国模范教师”、
79 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597 个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以及 1432 名
“全国优秀教师”、158名“全国优秀教育工
作者”，授予 1355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此前，教育部等还推选了10位“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河北省辛集市清
河湾学校教师张梦伟，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代表、广西北海市涠洲岛幼儿园教师范徽
丽，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代表、苏州建
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郝云亮，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代表、四川大学教
授谢和平分别在会上发言。

丁薛祥、陈希、尤权、蔡达峰、夏宝
龙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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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
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
日的问候

9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庆祝2019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彰大会受表彰代表。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据海关总署9月8日发布的数据，今年
前 8 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13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3.6%。其
中，出口 10.95 万亿元，增长 6.1%；进口
9.18 万亿元，增长 0.8%；贸易顺差 1.77 万
亿元，扩大46%。

如何看待这份“成绩单”呢？从总量
来看，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盘子”增长
3.6%，幅度不是特别大，但由于出口增速
快于进口增速，使得贸易顺差扩大幅度达
46%，非常显著。原因何在？这需要从

“盘子”内部结构变化去看成因，其中涉
及三个维度：第一是跟哪些地方做的买
卖，第二是哪些品种的买卖，第三是哪些
贸易方式。

从贸易伙伴来看，世界经济对中国依
存继续加深。今年前8个月，中国前三大贸
易伙伴分别是欧盟、东盟和美国，中国对
它们出口分别增加 11.8%、15.7%、-3.7%，

进口分别增加 6.7%、6.9%、-23.5%，顺差
分别扩大 22.9%、65.4%和 7.7%。值得说明
的是，由于对华出口大幅下降，美国已从
一年前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下降到第三
位，被东盟超越。中国对三大贸易伙伴的
顺差都在增长，说明中国与世界经济相互
依存程度继续加深。

从贸易品种来看，中国对世界中高端
产业贡献加大。贸易品可以分为原材料和
制成品两大类型，而制成品又可根据其所
处产业链位置区分高中低端，贸易品结构
可以反映一国的产业结构。今年前 8个月，

中国进口原材料中，铁矿砂、原油、天然
气等进口总金额均出现较大幅度增加。在
中国出口中，占比最大的是机电产品，前
8 个月出口额增长 5.6%。与此同时，中国
机电产品进口下降 3.1%。可见，中国贸易
结构中，原材料同时受到进口量与价格因
素影响，总支出增速较快，而中高端制成
品进口则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中高端制
成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说明在世界经济
格局中，中国对中高端产业的贡献度持续
上升。

从贸易方式来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地位上升。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
贸易方式占中国贸易总额的约 85%，虽然
只是报关类型不同，但反映出来的却是

“干的什么活”：加工贸易可以理解为“替
人代工”，而一般贸易则可以理解为自主
产品买卖。数据显示，今年前 8 个月中国
加工贸易进出口双下降而一般贸易出口较
快增长、进口较慢增长。说明中国产业结
构中“替人代工”的工作在减少，自主产
品在增加。

上述三个角度综合起来，可以构成一幅
中国经济在世界格局中的变化图景：全球中

高端产业中，“中国制造”的身影越来越
多，中国市场开放的大门也越开越大，与此
同时，中国对那些以出口原材料为主的发
展中国家来说也是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
伴。面对今年前 8 个月风险与不确定性都
在上升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经济表现出
了一定的韧性，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客观
写照。而个别企图人为制造与中国经济隔
阂的国家，则正在错过搭乘高速运行的

“中国列车”。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院长助理）

读懂海关数据的三个维度
■ 贾晋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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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记者王
卓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10 日下午
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出席中美企业
家对话会的美方代表。美国工商企业界
和前高官代表围绕中美经贸关系等谈了
看法和建议。李克强同他们座谈交流。

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美建交 40 周
年。40 年来，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
展，实现了互利共赢。中美分别是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
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应当按照两
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本着平等和相互尊
重的原则，求同存异，找到双方都可以
接受的解决分歧的办法。

李克强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会越开越大，正在致力于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对在国内
注册的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更加重视
保护知识产权。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全面
放开，服务业开放也在加快推进。中国
拥有广阔的市场，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
各国企业扩大对华经贸投资合作，更好
实现互利共赢。

美方代表祝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他
们表示，在座的美国企业长期参与和见证
了美中关系发展，积极在华开拓业务，扩
大对华投资，寻找长期合作机会。美国企
业对中国扩大开放新举措感到鼓舞，将秉
持长远眼光看待当前美中经贸摩擦，反对
削弱同中国经济关系的作法，绝不愿看到
美中经贸脱钩。希望两国经贸磋商取得积
极进展、尽早达成协议。相信双方一定能
够找到推动美中关系持续前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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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赵
晓霞） 国家文物局 10 日在京公布：
中国成功追索流失日本曾伯克父青
铜组器。

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研究鉴
定，该组8件青铜器被整体认定为国
家一级文物，将于近期与公众见
面。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的回归，是
中国政府在国际公约框架下成功追

索流失到日本的文物，具有重要的
开创性意义。

研究表明，这组青铜器为中国
湖北随州地区春秋早期曾国高等级
贵族墓葬出土文物，经过锈蚀产物
分析与锈蚀层性状的观察等，可判
断其为近年来被盗掘出土。整组青
铜器鼎、簋、盨、壶、甗、霝器类
同现，品类丰富，铸造精致、保存

完 整 ， 8 器 均 有 铭 文 ， 多 达 330
字，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
息。“曾伯克父”器物群为目前考
古发现所未见，对于研究春秋时期
历史文化、曾国宗法世系以及青铜
器断代与铸造工艺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

据 国 家 文 物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今年3月初，疑似中国流失文物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现身东京文物拍
卖市场。国家文物局立即启动流失
文物追索预案。3 月 7 日，国家文物
局与公安部综合研判会商，确定了
通过外交努力和刑事侦查相结合方
式进行追索的工作策略。国家文物
局在我驻日本使馆全力支持下，8月
23日携运文物星夜抵京。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是中国近年来
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交
易、实施跨国追索的价值最高的一
批回归文物。本次成功追索，是中
国依据相关国际公约，在日本政府
的配合协助下，实现的流失日本文
物的回归，为国际流失文物追索返
还领域贡献了新的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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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图片来源：国家文物局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