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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新疆，灯光璀璨，美食飘香。位于乌鲁木齐的国际
大巴扎美食街人潮涌动，阵阵微风夹带美食的香味，勾起人
们的食欲。酸奶粽子、烤包子、烤全羊……一家家商铺生意
火爆，排满了等待取餐的食客——改造一新的国际大巴扎
夜市一掀开面纱，便迅速成为新疆人气最旺的地方之一，吸
引了各地游客。

“这几天饱览了美景，今晚要好好品尝新疆的美食。”在
喀纳斯、赛里木湖、吐鲁番等地留下了足迹的上海游客罗
兵，为品尝美食选择在乌鲁木齐停留一天，品尝过色泽诱人
的烤全羊后，竖起大拇指为店主依塔阿吉·科起克“点赞”。

“太阳一下山，我们的生意就开始热闹了起来，一直持
续到深夜两点。”每天能卖出10只烤全羊的依塔阿吉·科起
克，仍在琢磨着如何让烤羊味道更加鲜美，以吸引更多食
客。眼下，新疆各地的夜市成为游客的“打卡地”。丰富多
彩的夜间文艺演出，也吸引了游客的眼球。

在阿瓦提刀郎部落景区，游客们往往在品尝过穆塞莱
斯饮品和纳西甘甜瓜，欣赏完刀郎木卡姆乐舞后，会与当地
人一起踏着欢快的节奏，围着篝火跳起舞。在星空深邃的
库木塔格沙漠，炫目的灯光中，实景演出《夜楼兰》重现丝路
盛景，动听的歌舞声、游客的赞叹声，让沉睡的沙漠充满
活力。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新疆各地的商街夜市、夜间景区、
夜间文艺演出等有效增加了旅游产品供给，延长了游客停
留时间，为“旅游兴疆”注入了新动力。《千回西域》《喀纳斯
盛典》《东归·印象》《丝路秀》等特色旅游产品，让观众在声
光电、3D 技术和歌舞营造出的氛围中领略大美新疆的
迷人。

以往夜间沉睡的古迹景区，也以新姿态带给游客新体
验。“黑夜中，回荡的钟声，喃喃的诵经声，仿佛让人穿越回
繁华的交河城池，品味多元文化交织的魅力。”吐鲁番推出
的“夜游交河故城”旅游项目，让北京游客张新赞叹不已。

为让白天看风景遗迹、夜晚游兴不减的游客有新去处，
吐鲁番推出了夜游坎儿井、夜游苏公塔等项目。此外，克拉
玛依世界魔鬼城景区、喀纳斯景区等也都在筹划、建设夜游项目。

“发展夜间经济，重要的是既要留住游客，又能兼顾当地人群消费需求，打造主客
共享的游憩空间。”新疆旅游协会副会长、营销协会会长陈剑文表示，各地应因地制
宜，开发具有独特IP价值的文化创意夜游项目，打造核心产品；要通过融合多种业
态，进一步完善项目体系、设施体系、服务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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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召开多
次涉华政策研讨会，搬出中美全面战略竞争陈
词滥调，不断释放“冷战思维”“你存我亡”危险
信号，罔顾事实渲染所谓“大国威胁”“军事冲
突”，竭力煽动对华全面脱钩，声称要切断经济、
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密切关系，充斥着中美对立
对抗、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等不实论断，与中美
互利共赢的合作本质相违背，更与当今世界和
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表明当前
美国国内部分政治投机者已被对华偏执和傲慢
所深度绑架，并用自己的霸道、任性、无知、狂妄
给全球观众上演一出又一出的“闹剧”。

狭隘、悲观、消极的“中美脱钩论”带有强烈
的意识形态陷阱色彩，是美一小撮人执迷不悟、
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历史倒车所鼓噪出来的极
其不负责任且极其危险的政策主张，根本目的
不外乎是遏制潜在竞争对手以维持自身霸权优
势，若不加以正面驳斥，极有可能使更多普通美
国民众陷入被蒙蔽、被裹挟的状态。

从中美贸易投资的互补性来看，中美同为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拥有巨大的
合作潜力和共同利益，已相互融入各自的产业
链、创新链、价值链，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
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从“微笑曲线”看，美国更
多占据了研究设计、商品分销的部分，中国较多
占据了生产环节，美国拿了价值链中的大多数
利益，属于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美国处
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
业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则处于全球价值
链中低端，在资本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比较优
势，经过40年的密切合作，中美两国已逐渐形
成高度依赖和深度合作的共同体。据统计，
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高达6335亿美元，中
国是美国飞机、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汽车、
集成电路和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另据有关
报告显示，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
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英特尔公司在
中 国（包 括 香 港 地 区）营 收 占 其 总 营 收 的
23.6%，苹果公司大中华地区营收占其总营收
的19.5%，高盛、运通、美国银行、美国大都会人
寿等美国金融机构作为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

资者，也都取得了不菲的投资收益。此外，中美
两国之间已建立起 50 对友好省州和 227 对友
好城市关系，平均每天有超过1万人往返于太
平洋两岸。

从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来看，近年来，国际
政治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
显增多，且爆发方式更加复杂、影响范围更加广
泛、治理难度更大，给世界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
不安全因素。中美不断推进深度合作，在反恐
禁毒、疾病防治、防核扩散、清洁能源、地区热
点、打击跨国犯罪、维护航道安全、应对自然灾
害以及追赃遣返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效。特
别是在东北亚方面，朝鲜半岛核问题在2017年
底一度达到失控边缘，2018年以来虽有转圜，
但其基本矛盾仍未完全解决，要顺利推动半岛
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从源头上离不开中美之间
的协调合作。历史上，没有两个大国像今天的
中美两国这样，对维护国际秩序和促进世界和
平、稳定、繁荣承担着如此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
用，也就是说，目前的中美双边关系已不仅仅是
中美之间的关系，而且已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
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妄图强行推动中美脱钩，
不仅中美两国普通民众会正面抵制，也会遭到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反对。

从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看，经济全球化
进入低潮期，为美国少数人鼓吹中美“脱钩”提
供了“契机”和“机遇”。但是，目前的“去全球
化”思潮和“逆全球化”行动都是阶段性的，并
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发展的大趋势，

只是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全球化模式需要
进行调整和优化。未来全球化将显现出新的特
征，实现更加科学有序的发展，更注重保障不
同国家及不同群体共享利益，探寻出更具包容
性和普惠性的发展模式。从中长期看，推动经
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仍将长期存
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步伐不会停止，
全球资本追逐利润的动力不会消失，全球治理
体系的改革与创新不会停滞。未来经济全球化
核心动力仍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长期趋势不
会逆转。因此，违背经济全球化内生逻辑，推
动中美关系脱钩的行为注定将是“竹篮打水一
场空”。

历史经验已告诉我们，如果两国走上对抗
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
有真正的赢家。一国搞任何垄断的、封闭的、排
他性的国际战略构想，都注定必然会失败，甚至
有可能引向非常危险的境地。

中国领导人多次公开强调，太平洋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国。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
国现在不会、将来也无意重复冷战时期的大国
对抗模式，更无意博取所谓的国际政治经济秩
序主导权。历史和时间终将证明，那些乱转调
门、无中生有、横生幺蛾子的政治投机主义者必
将会被抛弃，所谓的“中美脱钩论”也最终会进
入历史的“垃圾袋”被人们所彻底遗忘。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
研究所）

中美脱钩既不符合世界潮流也违背经济规律
金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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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21日讯 记者冯其予从商
务部获悉：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今年
10月19日至20日在山东青岛举办，此次峰会
以世界500强及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为主体嘉
宾，将聚焦跨国公司关注的议题，为跨国公司与
中国共商共赢搭建对话平台。目前已有26个
国家和地区的188位境外跨国公司企业领导人
确认参会。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21日的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举办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宣
示中国对外开放坚定决心，专注跨国公司发展
议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持续放大办
会效应，为我国扩大开放打造一个新平台。

据介绍，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主要内
容包括：开幕式、闭门会议、平行论坛、跨国公司
路演、主宾省（市）活动、产业路演、城市路演、配
套展会等；拟发布《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宣言》

《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40年报告》，峰会期间配
套举办2019新动能·青岛展览洽谈会。此次峰
会包括4方面议题：一是“跨国公司与中国新时
代”，研讨跨国公司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
的贡献与收益，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为跨国
公司带来的新机遇，以及如何更好发挥跨国公
司的作用等议题。二是“跨国公司与国际经济
新秩序”，研讨国际经济环境出现的新变化。三
是“跨国公司与经营模式创新”，研讨跨国公司

面对世界经济变化所做的经营模式创新。四是
“跨国公司与地方经济发展”，研讨跨国公司与
地方政府合作实践中的问题。

截至目前，已有26个国家和地区的188位
境外跨国公司企业领导人确认参会，其中有49
位是世界500强企业的高管。中国境内跨国公
司也有53家确认参会。峰会得到了国际组织
的大力支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将作为支
持单位参加峰会。

钱克明表示，为更好地回应跨国公司在华
投资的经营诉求，今后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建立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
体系，保障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本报北京8月21日讯 记者齐慧
报道：以“汇聚创新创业动能 推动交通
运输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19年千方
杯·中国（小谷围）“互联网+交通运输”
创新创业大赛21日在北京正式启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大赛
将引领通过现代技术实现传统行业转型
升级，助推我国通信信息产业技术升级

和市场培育。本次大赛聚焦自主可控技
术创新，有利于推动形成具有交通运输
行业特征、适应实际需求的全生态发展
和产业融合。据介绍，此次大赛将从8月
持续到11月，分为“交通运输+互联网”
行业增效升级创新大赛、“互联网+交通
运输”行业融合创业大赛、中国大学交通
运输创客大赛三项专业赛事。

“互联网+交通运输”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为扩大开放打造新平台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10 月举办

“菜篮子”连着“小日子”，也关系到“钱袋
子”。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农产品价格波动较
大，受到广泛关注。8月13日，经济日报记者走
进广西南宁市淡村农贸市场采访，了解市场供
给及相关农产品价格情况。

南宁市淡村农贸市场是一家规模较大的市
场，有 2400 多个摊点，日均人流量达 10 万人
次。在调研过程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南宁市大
部分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保持稳定。

据介绍，从四五月份以来，蔬菜价格基本保持
稳定。经营商户告诉记者，近两个多月来菜价波动
幅度很小，比如西红柿比上月便宜了一两毛钱。

“我们每天消化的本地蔬菜在 4 万斤左
右。这些菜来自运输半径50公里左右的南宁
周边乡镇，由于新鲜价廉，很受市民欢迎，既保
障了市场供应，又平抑了菜价上涨。”淡村农贸
市场市场部经理汪斌说。

前段时间涨幅较大的水果目前因果品不
同，价格变动出现分化。广西本地产的龙眼和
荔枝，因为今年货源少，价格一直坚挺，目前为
每斤9元至10元，而去年同期仅为每斤5元至
6元。此外，部分水果如香蕉、火龙果、葡萄等
几个月来变化不大。前段时间价格一直上涨的
外地水果，由于新的产出周期到来，也开始出现
回落。如红富士苹果，现在为每斤10元，而上
个月为每斤12元。进口水果如泰国山竹，因已
是第二季品种，价格也有一定回落，从上个月的

每斤13元降至目前的每斤10元。
目前，南宁市农产品价格变动幅度最大的

当属猪肉价格。据了解，目前广西各地一方面
防控疫情，一方面抓紧恢复生产。今年以来，广
西落实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7238 万元，对

561家规模化养猪场进行短期贷款贴息，并支
持生猪、家禽重点县（区）实施生猪恢复生产项
目和代替肉猪生产短平快项目。为稳定生猪生
产，保障肉品供应，各地正陆续实施菜篮子工程
保障肉品供应方案。

广西南宁市淡村农贸市场：

菜价基本稳定 果品走势分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8月13日，广西南宁市淡村农贸市场，居民正在购买水果。 本报记者 童 政摄

本报河北唐山8月21日电 记者
宋美倩、通讯员张晓悦报道：21 日 7 时
47分，D6622次列车从河北唐山曹妃甸
东站缓缓驶出，经停唐山站后抵达北京
南站，标志着北京—唐山—曹妃甸客运
动车组列车正式开通运行。列车的开通，
将使京津唐之间产业转移、企业合作、人
才流通更加便利，标志着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中的交通协同迈出了关键一步。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北京—唐
山—曹妃甸客运动车组列车开行初期，
每天在北京经唐山至曹妃甸东站、曹妃
甸港站间开行 2 对动车组。此外，还在
唐山至曹妃甸东站、曹妃甸港站间每天
加开2对动车。

上图 8 月 21 日，人们在曹妃甸东
站拍摄开往北京南站的 D6622 次列车
进站。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北 京 至 唐 山 曹 妃 甸 动 车 开 通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通讯员陆应
果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自8月20日起，商合杭铁路商合段、
郑阜铁路安徽段（上海局集团公司管辖
区段）正式开始联调联试，8月21日起高
速综合检测列车上线，进行综合项目检
测，11月底前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商合杭铁路商合段、郑阜铁路安徽
段7月分别静态验收。在静态验收报告

通过专家评审并符合相关条件后，进入
联调联试阶段，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上线

“试跑”，对线路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
据介绍，商合杭、郑阜铁路在安徽省

阜阳市交会，形成中西部与华东地区新
的快速客运通道，并与长三角铁路网互
联互通，通车后对实现华东第二通道客
货分流运输，助力区域向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商合杭铁路商合段郑阜铁路安徽段联调联试

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报道：近日，位
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中石化西北油田
主力区块——塔河油田累计原油产量
突破 1 亿吨，成为我国首个以海相碳酸
盐岩油藏为主、个体原油产量达到亿吨
级目标的油田。

据介绍，海相碳酸盐岩油藏非均质
性强，像一个个深埋地下的山水溶洞，其
勘探开发属于世界级难题。西北油田科
研人员攻坚克难，创新形成了适合塔里
木盆地复杂地质条件的勘探开发配套技

术，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
据介绍，西北油田科研人员通过一

系列措施提高采收率，让油田焕发青
春。“沙 48 井”是塔河油田的发现井之
一，在进入开发后期，通过注气等增油手
段，目前仍在产油，已累计开采原油逾
74万吨。目前，塔河油田探明原油储量
13.5亿吨，年产油能力约600万吨。为
确保塔河油田稳产，西北石油人将通过
提升油气勘探技术手段和能力，持续加
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中石化塔河油田原油产量突破 1 亿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