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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连续三年督查地方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成效明显——

今年 224 个地方受到督查激励
去年各省份均完成年度减贫任务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5月23日，国新办在北京举行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请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
夏更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赵辰
昕、财政部预算司司长李敬辉和国新办新
闻发言人胡凯红，介绍对 2018 年落实重
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
督查激励的情况，并答记者问。胡凯红表
示，从实施情况看，督查激励工作有效发
挥了杠杆效应，激发了干部干事创业热
情，切实促进了受表扬地方的经济社会
发展。

5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对
2018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对
2018年落实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创新
驱动发展、持续扩大内需、推进高水平开
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有关重大政策措施

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 24 个省（区、
市）、80 个市（州）、120 个县（市、区、旗）
等予以督查激励，相应采取 30 项奖励支
持措施。

胡凯红介绍，自2017年以来，国务院
办公厅已连续三年组织开展督查激励工
作，每年对200多个工作成效明显的地方
予以通报表扬，并从资金、土地指标等方
面给予重点激励，旨在更好地发挥中央和
地方两个积极性，推动形成改革创新、干
事创业的良好局面，激发广大基层干部敢
于担当、狠抓落实，确保完成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目标任务。

国务院扶贫办是牵头负责2018年脱
贫攻坚成效考核工作的部门之一。夏更
生表示，2018 年各省份均完成了年度减
贫任务，深度贫困地区减贫明显提速，将
继续坚持目标标准，把最严格的考核评估

进行到底。考核结果显示，河北、湖北、湖
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西藏、宁夏、新
疆等 10 个省区为综合评价好的省份，各
获得2019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的
4亿元奖励。上述 10 个省区的共同特点
可概括为“三实一少”，即扶贫工作务实、
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同时考核
中发现的问题较少。

赵辰昕表示，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在
保持督查激励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基础
上，新制定了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升级领
域的激励措施，修订完善了对企业债券

“直通车”、中央预算内投资、推动创新创
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老工业基
地调整改造等5个领域的激励办法，进一
步体现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财政部是牵头负责财政预算执行、促
进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等方面激励措

施的部门之一。李敬辉介绍，北京、河北、
浙江、安徽等 10 个地方的 8 个市 18 个县
区因财政管理工作完成较好，予以考核奖
励；江苏、安徽、河南、广东、山西等5个省
份在就业创业方面任务完成较好，在中央
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安排时给予倾斜和
支持。

“今年的督查激励工作强化了鼓励实
干、注重实效的鲜明导向，继续体现向基
层倾斜的原则，激励措施的‘含金量’进一
步提高。”胡凯红表示，在今年224个受督
查激励的地方中，市县基层地区占比合计
接近 90%，高于去年水平。有关部门在
原有激励力度不减的基础上，加大资金、
用地计划指标等奖励力度，体现了狠抓党
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工
作导向，释放了鼓励基层奋勇争先、竞相
发展的强烈信号。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记者侯

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3 日在回答
有关继续进行中美经贸磋商可能性的问
题时表示，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动用国家
力量无端打压中国科技企业，显然不利于
为磋商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希望
美方对“重回谈判桌”的态度是认真的。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
段时间接连有报道称，华为、大疆、海康威
视等中国科技企业面临来自美国的技术

供应限制措施。外界普遍猜测这是美方
加大向中方施压的手段。与此同时，美财
长姆努钦又表示，美对与中方举行新一轮
磋商持开放态度，希望美中能重回谈判
桌。在当前情况下，中方对继续进行中美
经贸磋商的可能性持何看法？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对话的大门是
敞开的，但磋商要有意义，就必须要抱有
诚意。一个好的协议必须建立在相互尊
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希望

美方对‘重回谈判桌’的态度是认真的。”
陆慷说。

陆慷表示，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动用
国家力量无端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严重影
响全球科技发展与合作，也损害了相关国
家企业的切身利益，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
认同和支持。美方有关行为显然也不利
于为磋商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记者侯

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3 日在回应

英飞凌、松下等外企声明并未停止向华为
供货时说，这再次表明任何国家的企业都
不会罔顾切身利益、轻易盲从他国出于一
己私利的政治调度。

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事实上，绝
大多数国家都对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前
车之鉴记忆犹新，对美国政府动用国家力
量打压他国企业、干扰市场运行、阻挠他
国互利合作的行径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

他说，中方会继续支持包括华为在内
的中国科技企业深化对外合作，这既有利
于企业间的互利共赢，也有利于推动世界
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我愿再次重申，我
们希望世界各国都能够继续为中国企业
投资运营和开展合作提供公平、公正、稳
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相信这也符合所
有国家自身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外交部：

希望美方对“重回谈判桌”的态度是认真的
任何企业都不会盲从他国出于私利的政治调度

“华为是一个商业公司，对于

华为的产品，消费者喜欢就用，不

喜欢就不用，不应该把华为的产

品和政治挂钩。”5 月 21 日，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在回答

记者提问时表示。

市场行为就应依市场规律而

行，按市场规则而治，而不能泛化

国家安全概念和滥用出口管制措

施，损害别国企业的合法权利。

任正非这一番话说得不卑不亢、

堂堂正正，道理放到哪里都说

得通。

由此反观美国以国家安全为

名，针对华为等公司出台限制交

易令，则暴露出了一幅褊狭、自

私、任性的多面脸谱。

所谓褊狭者，就是心胸狭隘，

见不得别人好，容不得别人比自

己强。美国因为华为在 5G 电信

设备等技术领域领先，就针对其

采取限制措施，这是典型的“武大

郎开店”心态。但是，由于华为拥

有技术上的绝对优势，美国限制

华为，并不会让其更安全，只会迫

使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使用技术比

华为落后而且价格也不见得便宜

的替代设备，让其自身利益受损。

所谓自私者，则是为人做事

全以一己私利定取舍，全不顾公

理道义。据德国媒体报道，经多

年审查，英国、德国及欧盟方面均

未发现华为产品存在明显“后

门”，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华为的

清白。反而是美方自“棱镜门”事

件以来，对于国际上指控它非法

从事网络攻击、窃密之事一直都

是三缄其口。这不仅仅是私心作祟，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而且是责人以严、律己以宽，典型的双重标准。

所谓任性者，则是率性而为，不按规则出牌，是通用

规则的破坏者、公共秩序的打乱者。市场经济是法治经

济，市场主体的权益应该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美国

作为市场经济发育最早的国家之一，本应更好地尊重市

场规则，维护各类企业权利，现在却动辄对他国市场经济

地位品头论足，甚至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和滥用出口管制

措施，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中国企业实施管制，这不仅是

十足的反讽，同时也暴露了其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他国企

业的不正当性。

孰是孰非，自有公论。这从美国限制令一出台就遭

到国际社会广泛质疑便可见一斑。美国多面脸谱背后的

所作所为，很可能会让国际社会对其营商环境、政策环境

的判断和预期大打折扣，可谓损人而不利己。

“正直者，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不为安肆

志，不为危易行。”这话，对华为来说，是赞许；对美方来

说，则是提醒。

德国是欧洲经济“火车头”，出口又是德国经济的重
要引擎之一，其表现直接影响德国经济增速。中国是德
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引发了德国企业的担忧。

近日，有媒体报道，受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影
响，德国芯片制造商英飞凌已经暂停向华为供货，并将采
取谨慎的应对措施。受此消息影响，英飞凌股价应声下
跌，跌幅高达近5%。

英飞凌第一时间辟谣，称仅针对在美国生产的产品
暂停供货，对华为的供货大部分并未涉及美国对华为的
出口禁令。

英飞凌如此紧张，是因为中国是其最重要的市场之
一。据彭博社测算，华为作为英飞凌的重要客户，采购
总额占英飞凌销售总额的 1.3%，高达 1 亿欧元。除此
之外，英飞凌还在与百度联手进军自动驾驶研发领域，
并与上汽集团共同建立有合资企业，生产电动车功率
模块。

英飞凌总裁普洛斯 5 月初曾表示，随着德国经济高
速增长期结束，当前英飞凌面临巨大销售压力，中美贸
易争端势必给其业绩带来更大冲击。鉴此，英飞凌也
不得不再次下调盈利预期。此前，普洛斯曾预计英飞
凌今年有望实现 11%的增长，目前公司已将该预期下调
至 5%。

对于美国对中国特定企业实施的“禁售令”，德国联
邦网络管理局局长约亨·霍曼说：“我们的立场是，包括华
为在内的任何网络设备供应商都不应被特别排除在
外。”霍曼表示，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日前已更新了对
于网络安全的最新要求，这些要求适用于所有企业。
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没有发现华为在德国从事任何

“不被允许的行为”。
欧洲媒体报道认为，德国针对华为的这一表态是有

原因的。德国要想在5G建设上取得先发优势，离不开华
为的设备和服务。如果把华为排除在外，德国5G的落地
速度将会受到影响。德国政府日前正式启动 5G频谱拍
卖，多家欧洲电信运营商参与竞标。按规定，中标公司到
2022 年底时需要为德国 98%的家庭提供 5G 网络服务，
2024年底时5G服务覆盖主要公路和铁路路段。

德国经济学家也对中美贸易争端表示担忧。德国
伊福经济研究所对全球 1130 位经济学家的一项调查
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中美贸易冲突将会导致国际贸
易额下降，有 75%的受访者认为欧盟成员国将受到中
美贸易冲突负面影响。同时，持该观点的德国经济学家
高达 90%。

伊福经济研究所所长福斯特认为，良好的经济发展
需要可靠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作为基础。美国的贸易政策
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使世界经济总体环境
持续恶化。

本报北京5月23日讯 记者冯其予

报道：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3日表示，近
期美方频频使用“长臂管辖”措施，打压中
国企业。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依据
其国内法任意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敦促

美方停止错误做法，为两国企业开展正常
的贸易与合作创造条件，避免对中美经贸
关系造成进一步冲击。中方将采取必要措
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针对有媒体报道，中国美国商会和上

海美国商会22日发布的联合调查结果显
示，在反馈意见的会员企业当中，81.5%
的制造业企业感受到了美方加征关税的
负面影响。高峰表示，这从一个侧面说
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方单方面升

级经贸摩擦，不仅损害中方企业的利益，
也严重损害美方的利益。

“所有在华的外资企业包括美资企业
的合法权益都将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
高峰强调，对于外资企业反映的经营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中国在认真地梳理研
究，将继续在工作中加以改进，不断完善
营商环境，“我们相信，中国进一步扩大开
放和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将为更多的外
资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商务部：

所有在华外企合法权益都将得到中国政府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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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摩擦引发德企忧虑

美贸易政策使世界经济环境持续恶化
本报记者 谢 飞

5 月 23 日，客商在

2019 中国义乌进口商

品博览会上采购咖啡。

当日，2019 中国义

乌进口商品博览会在浙

江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开

幕。本届展会以“买全

球，卖全球，打造世界小

商品之都”为主题，设国

际标准展位 2012 个，展

览面积超 5 万平方米，

吸引来自 85 个国家和

地区的参展商参加。

龚献明摄
（新华社发）

义乌进口商品
博 览 会 启 幕

本报北京5月23日讯 记者吉蕾蕾

报道：“预计到2022年，邮政服务乡乡有局
所、建制村直通邮，快递服务乡乡有网点、
村村通快递，实现建制村电商寄递配送全
覆盖。”在国家邮政局 23 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金京华
表示。

近年来我国农村邮政基础设施建设
稳步推进，农村邮政服务、快递服务质量
和水平不断提升。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全国 24 个省份实现全部建制村直
接通邮，全国 22 个省份实现乡镇快递网
点全覆盖。

金京华说，截至 2018 年，国家邮政局
已培育出 20 个年业务量超千万件、16 个
年业务量超500万件的“快递＋”项目。

全国 22 个省份实现
乡镇快递网点全覆盖

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说，人们

之所以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常常是因为

自己的愚蠢。那些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

但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旧时

代的美国政客，正在为这一论断提供新的

例证。一段时间以来，他们轮番叫嚣“在

太空竞争中打败中国”“中国窃取美国知

识产权”等论调，还与史蒂夫·班农等过气

政客一唱一和，编造“中国想成为全球霸

主”的说辞，仿佛对美国来说“天就要塌下

来了”。

当前，零和思维顽症在美国决策圈

肆虐，一些人看到美国贸易有逆差就肆

意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看到别国科技

创新成果就污蔑别人是知识产权小偷；

看到“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就

打着“债务陷阱”幌子四处造谣；看到中

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就满世界污蔑

中伤中国。

这些人不惜动用外交、经济乃至军事

资源，通过恐吓、制裁乃至战争手段，试图

达到“喂饱自己、饿死别人”的丑陋目的。

殊不知，这些鼠目寸光的行为，非但不能

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让美国陷入严重

自耗。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统计，从 1982

年到 1984 年，美国对日本汽车行业实施

贸易制裁，美国汽车制造业减少6万个工

作岗位，成为里根总统任内美国失业率最

高时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

一份报告显示，在 1945—1969 年、1970—

1989 年、1990—2000 年这 3 个时段，美国

对外制裁的成功率分别是 50％、31％和

29％。也就是说，虽然美国对外制裁的次

数在增多，但制裁的作用却在递减。有的

美国学者甚至认为美国对外制裁的成功

率仅有5％。

在零和博弈的怪圈中走火入魔，美国

不断陷入战略困境，其种种做法更是遭到

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指责。美

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贸易专家威

廉·赖因施指出，如今的国际贸易是国家

间的双赢合作而非零和博弈，美国现行贸

易政策更像是 17、18 世纪重商主义政策

的延续，并不符合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现

实。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

弗里·萨克斯看来：美国政府一意孤行，采

取“美国优先”的极端主义政策，蓄意破坏

国际规则，很可能让美国“从二战后的世

界领导者”变成“21 世纪的无赖国家”。

对于美国政府当前奉行的单边贸易政策，

欧盟官员直言：“贸易政策不是零和游戏，

不是输赢之争。欧盟相信，贸易能够而且

应该是双赢。”

公平竞争、共赢合作，本该是国际社

会的基本样貌。可悲的是，美国政客只想

着“你输我赢”。身为美国白宫国家贸易

委员会主任的纳瓦罗，怂恿美国人拒绝购

买任何中国制造的商品，还用科幻甚至恐

怖小说的笔调丑化中美关系。恰如《纽约

客》的评论所一针见血指出的，“这种观点

不仅是简单化的，更是错误和危险的”。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合作是双方唯一

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

民，还将对世界和平与繁荣产生巨大作

用，任何错误思维和战略误判，都有可能

引发全球连锁反应。“中美贸易紧张已经

影响了全球复苏，并正在给投资与增长带

来风险。”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

的担忧值得关注。

历史上，曾有一些人醉心于霸权地位

和垄断利益，把世界拖入热战、冷战，给整

个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难。正是由于经

历过太多痛苦和磨难，人类倍加珍视合作

共赢、谋求共同福祉、推进世界进步。当

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越来越成为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

体，不是部分人反对部分人，而是所有人

需要所有人。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

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中国的发展是为了让本国人民过上好日

子，也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而

不是要与谁“零和博弈”。这一代表了历

史正义和世界潮流的伟大进程，是谁都阻

挡不住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诉人们，用零

和博弈和冷战思维处理国际事务，其结果

只能是自废武功、自毁长城，让美国陷入

自己制造的“战略陷阱”。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公 平 合 作 是 唯 一 正 确 的 选 择
——零和博弈必将失败

钟 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