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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记者刘华） 国家主席
习近平16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干事阿祖莱。

习近平欢迎阿祖莱总干事首次访华。习近平指
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相联。
人类文明是多元并存的。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我们一
方面坚持文化自信，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
业，提高文明素质，一方面秉持“世界大同”、和合
共生的传统理念，主张各国文化相互尊重，交流互

鉴。中国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既要
促进共同发展，也要
促进民心相通。中国
愿为促进世界文明对
话和人类发展进步
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
全球最大的智力合作
组织，可以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
要作用。中国同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
持续稳定发展，这有
利于世界和平与繁
荣。中方重视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坚
定支持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促进世界
发展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愿深化双方
合作，共同造福世
界各国人民，特别

是助力发展中国家教育、科技、文化事业进步。
阿祖莱表示，当今世界，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抬头。

国际社会应开放包容，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对话交流，这
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国
的坚定支持，高度评价双方合作，赞赏中方致力于多边主
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中方理念高度契合，赞同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愿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合作，为世界和平、安全与合作作出贡献。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记者刘华） 国家主席
习近平16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第二十次中
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
会主席容克。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欧盟同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方愿在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同欧方共同努力，推动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促进双方经
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福祉。

习近平强调，中国一贯将欧盟视为一支有利于国际
格局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双方要牢牢把握中欧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正确方向，继续推进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
大伙伴关系建设。要积极推进中欧各领域对话合作，加
强政治对话，共同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维
护多边主义，特别是维护和支持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

要挖掘中欧经贸合作
潜力，促进双向投资，
加强创新领域合作，
丰富“一带一路”框架
下合作，包括探索行之
有效的三方合作。要
探索中欧文明对话的
新领域新模式，扩大人
文领域交流合作。要
增进相互了解，加强交
流互鉴，尊重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夯实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互信基础。中欧作为
当今世界两大市场、两
大文明，要坚定不移推
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坚持平等相待、合作共
赢，为国际社会注入更
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今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中方在这具
有历史性意义的年份
推进新一轮改革开

放，宣布并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开放举措，未来还将向中国
人民和世界交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更好成绩
单。中国和欧盟都处在世界最大经济体、贸易体之列，也
都是多边贸易体制受益者、维护者。双方应当顺应世界
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
携手维护多边主义、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共同维护
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善全
球治理、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

图斯克和容克表示，欧中全面战略伙伴合作意义重
大。欧盟感谢中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愿同中国扩大
各领域合作，密切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协调。欧盟和中国
都致力于多边主义，都主张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国家间关系，通过多边协商完
善多边贸易体系。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记者刘华） 国家主席
习近平16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世界银行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
我们赞赏世界银行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近年来
大力推进增资和股权改革，提高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世界银行是维护多边

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
重要力量。中方愿深
化同世界银行的全球
发展伙伴关系，促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共同推动全球
减贫和可持续发展，
维护开放型世界经
济，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

习近平强调，当
今世界是一个地球
村。尽管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不断有新的
表现，但各国利益交
融、命运与共、经济全
球化不可逆转，合作
共赢是大势所趋。中
国的发展得益于经济
全球化和贸易自由
化，同时也为全球经
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
献。我们反对针对中
国的那些不实指责，
将坚定维护自身合理

利益。作为负责任大国和现行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贡献
者，中国将坚定不移支持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致力于同各方一道，做大合作的蛋糕，实
现互利共赢。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在国际规
则基础上，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国际发展合作。中方愿
加强同世界银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下转第二版）

习 近 平 会 见 欧 洲 理 事 会 主 席
图 斯 克 和 欧 盟 委 员 会 主 席 容 克

7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
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

7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习 近 平 会 见 世 界 银 行 行 长 金 墉

7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7月16日，尼雷尔领导力
学院奠基仪式在坦桑尼亚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值此坦桑尼亚革命党、南非非洲人国民
大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纳米
比亚人组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六姊妹
党联合建设的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奠基之际，我谨代表中
国共产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此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南部非洲六姊妹党是领导各自国家民

族解放斗争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联合建设尼雷尔领
导力学院是六姊妹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
的重要举措，将为各自国家发展进步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同六姊妹党保持
传统友好关系，为双方国家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政治引
领作用。中国共产党愿以此为契机，同包括六姊妹党在
内的非洲各国政党加强交流，互学互鉴，携手推动建设更
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共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
高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向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奠基仪式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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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操纵的口碑何以取信于观众

心中有阳光 世界更明媚

补贴新政改变新能源车市格局

中欧携手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

168家高新区演绎科技经济结合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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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国
内结构调整正处于攻关期的背景
下，我国上半年经济运行呈现出了
增长平稳、就业扩大、通胀温和的良
好格局。

其中，GDP增速已经连续12个
季度保持在6.7%至6.9%的区间；就业
总体平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
3个月低于5%；物价水平总体上呈现
温和上涨态势，上半年CPI同比上涨
2%，且连续多年保持在2%左右波动。

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优化升
级明显，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经济发
展的质量效益也在明显提升。

可以说，今年上半年，我国交出
了一份有颜值、有气质的国民经济
运行“成绩单”。这一成绩的取得，
与各地区各部门主动对标高质量发
展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砥砺奋进、闯

关夺隘是密不可分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并明确指
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
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
标。此后，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全国上下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破除无效低效供给，深化改
革开放，加强创新驱动，积极发展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有效应对各
种风险和挑战，经济运行内在稳定
性协调性增强，转型升级成效突出，
新动能茁壮成长，质量效益持续改
善，推动了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
态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态势良好。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不确
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有所上升。从外
部看，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
对世界经济复苏构成了重大挑战。

从内部看，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矛盾突出，制约经济持续向好的
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仍然突出。

不过，随着我国经济运行韧性
不断增强，经济稳定运行势头继续
巩固，质量效益稳步提高，发展的稳
定性、协调性、包容性、可持续性进
一步增强，将为我国继续对标高质
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必须始终把推动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
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进一步增
强忧患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
决突出矛盾和问题，主动同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对标，支持各地区结合
实际积极探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途
径，科学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
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主动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
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7月16日讯 国家统计
局今日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4189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 6.8％。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
6.8％，二季度增长6.7％，连续12个季
度保持在6.7％至6.9％的增长区间。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6.7％，增速比一季度
回落0.1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6.0％，增速比一季度回
落1.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9.4％，增速比一季度回
落0.4个百分点。

同时，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
形势稳中向好。上半年，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8.7％，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6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比

上年同月下降0.1个百分点。
此外，经济结构继续优化。上

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比第二产
业快1.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为 54.3％，比上年同期提高
0.3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 78.5％，高于资本
形成总额47.1个百分点。

（详细报道见四、五、六版）

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