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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蓄意歪曲并全盘否
定中美关系的历史，突然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恶意阻
碍两国间正常人文交流，肆无忌惮地打压中资企业，大肆鼓吹中
美“脱钩”……近来，蓬佩奥等一小撮美国政客恣意妄为，狂开历
史倒车，肆意破坏中美关系，其恶劣言行世所罕见。

当前，中美关系异常复杂严峻，而蓬佩奥之流难辞其咎。蓬
佩奥是何等货色？听听他去年4月在美国得州农工大学的演讲
就知道其德性了。曾经担任美国中情局局长的他，谈起当年如何
训练特工时大言不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说，“我们撒谎、我们
欺骗、我们偷盗，我们还有完整的培训课程”。在成为美国头号外
交官后，蓬佩奥将中情局的下三滥“套路”变本加厉运用到了外交
领域。这位“史上最差国务卿”在诋毁抹黑中国时，更是恬不知
耻、信口雌黄、谎话连篇，还常常前言不搭后语，完全是一副无赖
嘴脸。让如此德性之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实在是美国的悲哀。

蓬佩奥之流疯狂而险恶的政治阴谋，无法蒙蔽世道人心，也
代表不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民意。中美之间多年来形成的“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不是一些人想改变就能改变的。面对

“脱钩论”的逆时代潮流杂音，多所美国大学公开支持加强中美
教育交流，绝大多数美国企业希望继续留在中国。近日美中贸
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调查显示，近七成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未
来5年的商业前景感到乐观，87%的企业表示不打算将生产线搬
离中国。很显然，把中国描绘为“敌人”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
物美价廉的商品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极大实惠，中国广阔的市
场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为美国企业提供了丰厚利润。对于美国普
通消费者来说，“脱钩”将意味着日用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对
美国企业来说，则意味着要支付高昂的搬迁成本，同时失去历经
多年打拼赢得的广阔市场。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何去何
从？这不仅攸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系到全球70多亿人的未
来。蓬佩奥之流出于一己政治私利，倒行逆施，不遗余力挖中美
关系的墙脚，到处散布“政治病毒”，试图用谎言在美国民众心中
制造恐慌，煽动两国民意的对立，损害两国互信的根基，企图把
中美拖进冲突与对抗，把世界推入动荡与分裂。世人已经看得
越来越清楚，这样满嘴谎言的政客才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
罪魁祸首，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麻烦制造者”。中美关系不能
被这一小撮反华势力扰乱了节奏、带错了方向。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
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
肯定是灾难。美国寻求将中国塑造为“敌人”是严重的战略误
判，是把自身战略资源投入到错误的方向。中美关系半个世纪
来所取得的相互依赖、合作共赢的大好局面，不应、不能、也不会
被一些反华政客所肆意“绑架”和挥霍。我们期待美方站在历史
正确的一边，做出理性、负责任的选择。中方始终愿意本着不冲
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精神，与美方共同构建一个协调、
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

“三条梁子五匹坡，三条冲子三条河”。
静卧在群山之间的小镇，安静而古朴，灰瓦白

墙间，不时飘出古老的歌谣。沿着河流排列的水
车，吱吱嘎嘎转个不停，撩拨起“时时犹在、欲说不
能”的乡愁。这就是位于贵州水城县城东南约20
公里的百车河景区。

美丽乡村变身4A景区

沿河漫步，建造师的独具匠心让人由衷赞叹，
一排排徽式楼房，清雅而不失现代元素，古色古香
却又玲珑别致。

来自四川德江的李德带着家人在当地的客栈
住了一周后，又打电话邀请老家的几位朋友过来
度假。“这里既能避暑，又能体验当地的特色文化，
还可以泡温泉，大家都很满意。”李德说。

据六盘水市委外宣办主任居应兰介绍：“百车
河原名叫仲河，因沿河均以水车提水灌溉而得名，
农耕历史悠久。百车河景区占地19.7平方公里，
建造有各种水车120台，是西南地区水车种类最
全、数量最多的景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百车河两岸的蟠龙镇
法那村和阿戛村并没有充分发挥百车河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厚重的优势，法那村群众依靠临近交
通干线的便利，大多靠沿路摆摊出售当地土特产、
办餐馆谋生，阿戛村村民则大多在煤矿上务工。

2010年，随着贵州省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序铺
开，如何在产业上取得新突破成为重点内容。作
为示范点的百车河开始致力旅游融合发展。经过
近10年的建设，百车河景区已经成为4A级景区、
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省级大健康康养示范
基地。

四季旅游出精品

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果、冬泡温泉，一年四季
游客不断。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春天的
百车河，2500多亩桃花绽放，或粉红，或深红，或纯
白，灼灼桃花缀满枝丫，妖而不俗、芳而不艳、娇而
不张扬，与小镇相偎相依，看一眼就会沉醉。景区
每年举办的“百车河畔桃花艺术节”还开展文艺汇
演、山歌对唱等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

若在平时，工作之余或周末闲暇，约上三五好
友到百车河品香茗、听民谣的游客也不少，夜晚下
榻客栈，坐在顶楼遥看美丽星河，任凭时光慢慢
流淌。

为更好地发挥温泉资源优势，百车河景区积
极发展康养旅游，打造了宏盈壹号音乐餐厅、宏盈
商务酒店餐厅等特色美食旅游产品，推出了景区
特产矿泉水、玫瑰花饼、古树茶、水车摆件、土蜂蜜
等旅游商品。2019年，景区接待游客达93.27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7亿元。

乡村旅游的飞速发展，也让祖祖辈辈生活在
大山里的苗族群众增加了收入。从农副特产品的
加工，到制作各种特色小吃，曾经习以为常的农家
物件，都慢慢变成游客热捧的地方特色商品。

让百姓增收，是百车河景区起步时的初心，也
是其长期坚持的方向。景区管理机构始终把“就
近就业”“贫困户优先”的原则贯穿到发展的全过
程。据了解，景区各业态带动570多人就业，其中
80%为当地农户，2018年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贫困
户30人，人均月收入2500元。

此外，景区还通过项目建设，带动当地农户务

工，组织农户种植景区经济作物辣椒、油菜等，人
均每月增收达1800元。

提质升级重开张

百车河景区一方面通过举办系列活动吸引游
客，一方面为周边农户和前来经营的商户提供充
足的摊点，经营特色小吃、手工艺品、农特产品等，
增加不少收入。百车河生态旅游园区管理委员会
主任王倩告诉记者，“经营良好的摊贩日均毛收入
可达1200元以上”。

村民李如勇利用景区建设时置换的回迁房，
发挥曾经办农家乐的经历，开办了一家酒店，夏季
重点接待成都、重庆、长沙来避暑的游客，吃住一
天每人80元或100元，去年的纯利润达40多万
元。据了解，百车河景区目前投入运营的民宿、私
营客栈有20家，私营餐饮经营商铺共计63家。

在疫情防控期间，景区的管理机构和村民、商
业经营者们一道，一方面积极防控疫情，一方面改
造、提升景区服务设施。5月1日，关闭三个月的百
车河景区重新开门迎客。当地政府送出的旅游大
礼包让沉静了一段时间的景区再次车水马龙，烧
烤摊再次燃起烟火，酒吧日益喧闹，曾经的热闹景
象回来了。在景区停车场，停满了来自重庆、四川、
湖南等地的汽车。同时，贵州省以及六盘水市、水
城县也相继出台政策，支持旅游业发展，既帮助景
区景点招揽游客，也为旅游经营人员提供了一系
列税收、融资上的支持，让大家放心大胆经营。

如今，李如勇的酒店已经满客，全家人齐上阵
也忙不过来，又雇了5位村民来帮忙。据了解，重
新开园以来，百车河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5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00多万元。

本报深圳8月21日电 记者杨阳腾报道：前
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成立10周年专场新闻
发布会21日在深圳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
到，10年来，前海合作区注册企业增加值增长44.9
倍，年均增速达89.2%。2019年，前海合作区经济
密度达152.6亿元/平方公里，税收密度达28.5亿
元/平方公里，均位居全国同类新兴区域之首。

深圳市委常委、前海合作区党工委书记、前
海管理局局长田夫介绍，前海的“生机勃勃”可以
概括为“一个奇迹+六大突破”。10年来，前海实
现高速度、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再创新时代“深
圳速度”和“深圳奇迹”，并在深港合作、制度创
新、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内地”和对外开放、国
际化城市新中心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六大方面
取得突破。

数据显示，前海合同利用外资位居全国自贸
区第一，实际利用外资仅次于上海自贸区、位居第
二。2019年度，前海实际利用外资41亿美元，占
深圳市53.3%、广东省20.5%、全国3%；外贸进出
口总额8722亿元，其中前海湾保税港区进出口总
额1285.5亿元，在全国14个保税港区中位列第
一。截至今年上半年，前海累计有世界500强投
资企业324家，内地上市公司投资企业934家，持

牌金融机构243家。
前海因深港合作而生，因深港携手而兴。截

至今年上半年，前海合作区累计注册港资企业
1.17万家，注册资本1.31万亿元，累计实际利用港
资203亿美元，占前海实际利用外资的89.9%。

田夫表示，在为香港服务业扩大空间、为香
港经济结构优化发挥杠杆作用方面，前海主要为
香港拓展了“六大空间”。一是拓展政策空间。
前海陆续推出100余项惠港利港政策，率先构建
起全方位对港开放政策体系。二是拓展物理空
间。前海提出三分之一的土地面向香港出让，累
计向港资企业出让土地39.55公顷，占全部已出
让土地的43.2%。三是拓展产业空间。率先降低
港资金融机构进入内地市场门槛，引领带动一大
批香港现代服务业企业以前海为支点开拓服务
内地市场。四是拓展青年“圆梦”空间。成立前
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累计孵化港澳台及国际青年
创业团队227个。五是拓展人才空间。率先打通
深港人才流动通道，在全国率先实现港澳居民免
办就业证和缴纳住房公积金，支持香港会计师、
律师、建筑师、评估师等20多类专业人士在前海
执业。六是拓展合作交流空间。累计为香港大
学生提供实习岗位3000多个，接待港澳台各界

人士来访4.3万人次。
在制度创新方面，10年来，特别是2015年前

海蛇口自贸片区挂牌以来，前海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以风险防控为底线，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
求，以平均“三天一制度”的“前海速度”，累计推出
制度创新成果573项，其中全国首创和率先226
项，在全国复制推广58项，在广东省复制推广69
项，在深圳市复制推广165项，在上海、天津、山
西、江西等区域点对点复制推广434项，成为新时
代“制度创新策源地”和“改革开放试验田”。

如今，前海在发展探索中，已构建起“金融+科
技+实体经济”的高端现代服务业体系，基本建成
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体制机制创新区、珠三角
产业升级引领区。目前，前海集聚了国内首家民
营银行和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全国首批相互制
保险机构、首家混合所有制再保险机构等一批新
型金融机构，培育出11家独角兽企业，商汤科技、
石墨烯研究院等科技创新项目落地。前海累计新
增注册企业17.3万家，其中科技创新领域注册企
业达6.46万家，金融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
科技和专业服务业四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占比
88.7%，形成了以现代金融为核心、现代服务业为
主体、具有强大示范效应的高端产业体系。

经济密度达152.6亿元/平方公里，税收密度达28.5亿元/平方公里——

前海再创新时代“深圳奇迹”

百车河畔游人醉

8月21日，新疆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宁州户村村民在田间收割食葵。目前，呼图壁县1.14万亩食葵迎
来收获期，每亩食葵可为村民带来约500元净收入。近年来，该县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引导村民通过流转
土地、成立合作社等形式实现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陶维明摄（中经视觉）

万亩食葵喜获丰收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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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21日讯 记者曾诗阳
吉蕾蕾报道：水利部21日发布消息，据气

象水文预报，22日至25日，西北东部、华
北、东北南部等地将发生强降雨。受其影
响，预计黄河上游及中游山陕区间部分支
流，海河流域大清河、子牙河水系部分支流，
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等河流将出现
涨水过程，防汛形势严峻。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21日召开会商
调度会，与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
分析研判长江、黄河等流域汛情发展趋势及
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
御工作。

会议强调，相关地区防指要密切监视
长江上游汛情和黄河上中游洪水过程，及

时研判可能带来的风险隐患，精心组织群
众转移避险，细化实化人员转移安置方案
预案，确保转移过程安全。要盯紧中小河
流、中小水库、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
薄弱环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迅速组织整
改到位，加强巡查防守和应急值守，落实落
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要加强救灾救助工
作，科学精准掌握受灾群众生活需求，科学
组织灾后恢复重建，尽快帮助受灾群众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

目前，水利部维持水旱灾害防御Ⅱ级应
急响应，4个工作组在重庆、四川、陕西和河
南等地，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工
作。国家防总21日增派1个工作组赴黄河
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国家防办会同多部门部署防御暴雨洪水

据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记者王
立彬） 民营企业占目前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百强的 73％、百家最具活力中小企业的
82％、高成长TOP50企业的84％、上市挂
牌地理信息企业的九成多，民营经济成为我
国地理信息产业主力。

记者21日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获悉，最新发布的《2019中国地理信息产
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我国地理信息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9
年末，地理信息产业从业人员逾285万人，
总产值6476亿元；上市挂牌方面，主板12
家，中小板14家，创业板22家，科创板2
家，港股1家。

民营经济成为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主力

8月21日，在陕西省渭南技师学院，参赛选手进行数控机床装调维修项目比赛。当日，
渭南市高新区举办首届“高新工匠”评选活动。来自29家企业、学校的百余名参赛选手围绕
钳工技术、数控机床装调维修、电子产品装配等6类工种进行技艺切磋。

崔正博摄（中经视觉）

高新工匠上赛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