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我国城乡区域空间不
断拓展、结构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全面提升，在融合联通中，为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创造新机遇、注入新活力。

以协调发展
“拓”出国内大市场

5 月 13 日 9 时 30 分许，四架大型
客机在 15 分钟内依次在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跑道上平稳降落。这标志着北
京新机场完成首次真机验证，为这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工程于6月30日
竣工、9月30日前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我国又一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按下“快进键”。
这是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城乡融

合发展加快向深入推进的生动写照。
今年以来，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座

谈会召开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印发，再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的意见》的发布，区域协调、
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进一步释放、拓

展和深化，中国经济跳动的脉搏更加
强劲、有力。

刚刚过去的“加长版”小长假，四
天入境香港的内地旅客将近百万，较
去年同期增长约四成。广深港高铁香
港段和港珠澳大桥通车带动“五一”假
期内地赴港旅客明显增加。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市今
年将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

枢纽、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京张铁
路（北京段）、京雄高速（北京段）等一
系列重点工程建设，有效助力经济平
稳运行。

如同水流，落差越大，势能越强。
城乡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是短板，也
是中国强大国内市场的潜力所在。

加快高速铁路网、通信网、物流等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空间互联互
通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加快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聚焦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自然灾
害防治，在补齐发展短板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经济发
展源源不断注入活力，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下转第七版）

“融”出新机遇“合”出新动力
——从城乡区域发展看中国经济新空间

5月14日，滦南县第二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学习评剧。
近年来，河北省滦南县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开设评剧、皮影戏和乐

亭大鼓等非遗课程，并定期组织专业演艺人员走进学校进行培训指导，培
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河北滦南：非遗进校园

5月14日，养老院里的老年人在志愿者协助下演练火场逃生。
当日，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与辖区内的消防支队在一家养老院开展

消防安全演练，让老年人学习消防安全逃生方法以及火灾现场自救技能，
同时排查火灾隐患，堵塞安全漏洞。 新华社记者 陈 飞 摄

消防演练走进养老院

据新华社北京5月 14日电
（记者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 14 日说，对于贸易战，中国不
想打、不愿打，但也绝不怕打。奉
劝美方早日认清形势，回归正轨，
同中方相向而行，争取在相互尊
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
协议。

有记者问：连日来，美方多次
威胁将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中国
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又称将于6月

17日就此举行听证会。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中方一再表示，加征关税解
决不了任何问题，发起贸易战只会
损人害己。”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想打、不
愿打，但也绝不怕打。如果有人打
到家门口，我们必然会奉陪到底。”

耿爽说，中方从来不会屈从于
任何外部压力，我们有决心、有能
力捍卫自身合法正当权益。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不会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
希望美方早日认清形势

据新华社北京5月 14日电
（记者于佳欣） 记者 14 日从商务
部 获 悉 ，中 国 已 向 世 贸 组 织
（WTO）提交了关于世贸组织改革
的建议文件，提出改革的四方面重
点领域。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此
发表谈话，表示愿与各方共同推动
改革取得进展，使世贸组织在全球
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日内瓦时间 2019 年 5 月 13
日，中国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中
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
件》。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表示，

在文件中，中方提出世贸组织改
革四方面重点行动领域：一是解
决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关键和紧
迫性问题；二是增加世贸组织在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相关性；三是
提高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四是
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中
方就上述领域的具体问题提出了
细化建议。

中国于去年11月发布了关于
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阐述
了中国对世贸组织改革的基本原
则和具体主张。

提出四方面改革重点

我国提交WTO改革建议文件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
者安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 14 日
称，将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
营服务性收费，放开机动车检测

类、气象服务类、地震安全评价类
等收费项目，进一步缩减政府定价
范围，对已经形成竞争的服务，一
律实行市场调节价。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
将放开一批政府定价收费项目

据新华社合肥5月 14日电
（记者姜刚） 记者 14 日从淮河防
汛抗旱总指挥部2019年工作会议
上获悉，预计今年淮河流域降雨较
常年同期偏多，汛期降水总体呈

“南多北少”的趋势，局地发生洪涝
的可能性较大。

记者了解到，预计淮河流域
2019年主汛期（6月-8月）总降水
量较常年偏多，除西北部降水偏少
外，其余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其
中南部地区（淮河上游、沿淮淮河

以南、大别山区及里下河地区）偏
多两成以上。降水阶段性特征明
显，6 月中下旬进入雨季，预计流
域南部地区洪涝或内涝较重。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
淮河防总常务副总指挥肖幼说，今
年要确保淮河干流和重要支流、大
型和重点中型水库、大中城市的防
洪安全，努力保证中小河流和一般
中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城乡居民生活
用水安全。

今年淮河流域
局地发生洪涝可能性较大

上图：5月12日，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学生在运动会上参加“旋风跑”比赛。

下图：5月12日，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学生在运动会上参加“传大球接力”比赛。

当日，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举行校园运
动会，全校2000余名学生通过参与十余项团队特
色体育活动，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新华社发

活力运动
快乐童年

新华社广州5月14日电（记者
李雄鹰）在深圳市坪山区一座高高
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曾伟烈士的
名字。

曾伟，又名曾天斛，1912年出生
于广东省惠阳县（现为深圳市坪山
区）。曾伟自幼受革命影响，21岁进
入广东虎门要塞司令部政训处当干
事，随后带职进入广东燕塘军校接受
训练。1935 年，曾伟参加中华民族
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
主党）。1942年，曾伟参加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同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密令逮捕曾
伟，他被迫流亡桂林，一面卖文为生，
一面学习马列主义。此时，他参加了
民盟桂林小组的活动。

1944 年，日寇进犯湘桂，曾在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战功显赫的
前十九路军名将张炎将军决意回
到家乡广东南路组织旧部，发动民
众抗战。

曾伟闻此消息，在民盟组织的
支持下，毅然告别临产的妻子，前往
吴川协助张炎策划武装起义，发动
民众组织“南路人民抗日军”。

（下转第七版）

据新华社深圳5月14日电（记
者王丰） 我国将在深圳市、包头市等
地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为“无废
城市”在全国推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建设示范模式。

这是记者在13日于深圳举行的全
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启动会上获悉
的。据了解，试点工作由生态环境部
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财政
部、自然资源部等18个单位共同推动。

其中，11个“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分
别为广东省深圳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安徽省铜陵市、山东省威海市、重庆
市（主城区）、浙江省绍兴市、海南省三
亚市、河南省许昌市、江苏省徐州市、辽
宁省盘锦市、青海省西宁市。

“无废城市”试点将在
深圳包头等地开展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获悉，国家卫
健委将会同民政部、人社部、国家
医保局、全国总工会等部门于近期
组织开展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进
一步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青蒿素等天然提取药物因为
来源特殊，一直很难像化学药物
那样高效、大规模连续的生产。
记者日前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获悉，其研发的青蒿素
绿色规模化生产工艺已成功应
用，解决了制约相关产业发展的
关键技术问题。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数据，
2018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2461元，
比上年增加8143元，名义增长
11%，增速比2017年提高1个
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2018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8.7%。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民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医保局日前
就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
作做出新部署，提出将救治病种
扩大到25种。

●退休6年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原副厅级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
梁子安没有逃脱被查的命运。云
南省纪委、省监委14日发布消息
称，梁子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曾伟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举
行之际，美方宣布将对价值2000亿美
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
调至25%，使中美经贸磋商进程遭到
严重挫折。美方竟然还同步抛出一个

“加征关税有利论”来掩饰此举对美国
经济的严重冲击。殊不知，美国人民
不买这账，强烈反对加征关税的声音
首先从美国发出来。

“加征关税有利论”，究竟是一种
无知还是一种伪装？

从去年的“贸易战很好”，到如今不
断宣扬“中国正在向美国支付巨额关
税……这些巨额税款将直接交给美国
财政部”“关税将为我们的国家带来更
多财富，甚至超过传统类型的惊人交
易。此外，这更容易和更快速”“中国会
大大减速，我们会自动加速”……在美
方一些官员看来，加征的关税仿佛是天
上掉下来的馅饼，得来全不费工夫；加
征关税只会削弱对手，对自己毫发无
损。有人还不断借此制造假象，好像美

国经济正因加征关税而欣欣向荣。借
用国际媒体的评价，这不过是美方乐于

“凭空制造胜利”的又一案例。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研究

论文指出，2018年美国对其贸易伙伴
加征的关税以及对方国家对美国征收
的报复性关税，已使美国经济损失78
亿美元。关税造成美国消费者和生产
商每年需承担688亿美元的成本。美
国商务咨询机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
的研究报告显示，对价值2500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的关税，以及
对进口钢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将导致
美国每年减少93.4万个就业岗位。英
国《金融时报》日前的报道指出，美国
一意孤行要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更高
关税、而不是达成协议以结束美中贸
易战，令美国商界倍感失望。

美方“加征关税有利论”想象了这
样一种情境：加征关税就等于从中国口
袋中白拿钱，美国一些人坐收渔利。但
是，事实却是另一种情境：美国进口商

和零售商对关税的消化能力有限，关税
增加额度必然会体现在最终消费者的
支出环节。美国政府寄望于企业找到
替代进口来源，但不少美国企业主对此
只能耸耸肩、摊开双手：中国商品物美
价廉，只能从中国采购，提高的成本只
能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纽约联邦储备
银行、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
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加征关税使美国消
费者和进口商去年每月损失44亿美元，
美国收取的关税收入“不足以弥补购买
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所承受的损失”。把
美国消费者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就声称
天上掉下来了绿花花的美钞，但美国消
费者的钱包瘪了，人们岂能买账？

在当今世界上，没有谁能够随心
所欲。美国要给别人强加关税，别人
不可能无动于衷，必然要进行反制。
加征关税给美国带来的痛是显而易见
的。美国不少农民正经历“艰难的经
济时刻”。美国政府去年宣布发放
120 亿美元农业补贴，但与生产成本

上涨和出口减少造成的损失相比，不
过是杯水车薪。“我们熬不过去了”，不
少美国农民和企业主发出这样的呼
声。“10 个月来，美国而不是中国，一
直在为贸易战承担全部代价。”代表美
国150多个零售、技术、制造业和农业
贸易组织的游说团体“关税伤害美国
腹地”日前发表声明指出，“提高关税
只会惩罚美国的农民、企业和消费
者。”但是，美国的决策者迄今仍然对
这些呼声充耳不闻。

应当看到，大唱“加征关税有利
论”，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试图靠加
征关税或威胁提高关税来解决中美贸
易摩擦问题，完全是出错了牌，把宝押
在关税上最终必然导致空欢喜一场。
我们奉劝一句，美方如果有足够智慧
来保证自身利益的话，就应当选择与
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
的基础上，通过磋商解决问题。

人民日报5月15日署名文章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不要陶醉于自欺欺人的“胜利”
——“加征关税有利论”可以休矣

钟 声

核心
提示

这里蕴含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空间——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城乡融合发展

释放持久动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打通区域协调发展
“经络”，各大区域板块良性互动；高水平开放联通国内

国外市场……

曾伟：为人民解放赴汤蹈火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国内·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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