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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记者王卓伦、
王晓洁）国家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人民大会
堂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举行会谈。
习近平说，欢迎帕夫洛普洛斯总统来
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希腊是欧洲的文明古国，你的到来对
促进亚欧文明交流互鉴和世界不同文明对
话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
民族。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
从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断
衍生发展。通过古丝绸之路的交流，古希
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佛
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相继进入中国，与
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实现本土化，从来没有

产生过文明冲突和宗教战争。中华民族没
有对外侵略的传统。600 多年前郑和下西
洋时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最庞大的舰队，带
去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而不是战争，沿
途没有占领一寸土地。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家
国情怀，
国是第一位的，
没有国就没有家，
没
有国家的统一强盛就没有家庭的美满和个
人的幸福。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
完整，
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的信念高度
一致，
决心坚如磐石。中国今天所走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分
不开的，
也是中国人民历经艰难困苦奋斗摸
索出来的，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
际与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它是历史

的必然，
人民的选择。人间正道是沧桑。不
管有多少艰难险阻，
我们都将沿着这条道路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国发展起来了，
将为
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当今
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一荣
俱荣，
一损俱损，
休戚与共。我提倡共建
“一
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促
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各国之间的互利
合作，
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希腊都是文明古
国，两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彼此有天然的
亲近感。希腊是中国在欧洲的好朋友、好
伙伴，中方愿同希方一道，加强务实合作和
人文交流，
携手共建
“一带一路”。

帕夫洛普洛斯表示，中国举办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非常重
要，希腊应邀参加，感到很荣幸。当前，国
际上有些人鼓噪所谓“文明冲突论”，这是
十分错误的。事实上，真正的文明之间不
应也不会发生冲突对抗。不同文明之间存
在差异，应相互尊重，通过对话交流，相互
借鉴，取长补短，这才是世界持久和平和人
类和谐共处之道。在这方面，希腊和中国
的理念是相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
世界和人类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
少物质，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希腊高
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世界文明观、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高度评价中国支持多边主义，在国际

上重信守诺，这体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
智慧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
当。我很高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来访。希腊人民钦佩中国发展取得
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成功使数亿计人口脱贫，这
非常了不起。中国的发展为中国人民谋得
幸福，也造福了世界。希腊愿抓住共建“一
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同中国深化交流与合
作，并为促进欧中关系以及中东欧国家同
中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为帕夫洛普洛斯举行欢迎仪式。彭丽
媛、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陈竺、王毅、李
斌、何立峰等参加。

《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齐心开创共建
“一
带一路”美好未来》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我国科学家攻克青蒿素
绿色规模生产关键技术

外交部：立场倒退、违背承诺的帽子绝对扣不到中方头上

中方不会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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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顾了去年以来中方对美方有关
言行的反应：
——去年 4 月，美方首次宣布对中国
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中方在第一时间作出
强有力的回应。此后，美方又不断发出新
的威胁，几次正式实施加征关税措施，中
方都立即予以坚决反制。
——上周，美方威胁要将对中国 2000
亿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税率由 10%上调
至 25%，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和金融市
场剧烈反应。当时中方说，美方的这种威
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方的立场态度十
分明确，美方也很清楚。同时，我们还呼
吁美方改弦更张，与中方相向而行，争取
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对中方的这种冷

静淡定和建设性姿态，国际社会普遍给予
高度赞赏。
——此后，
中方团队依然赴美磋商，
以
负责任的举动展现出推动解决分歧的最大
诚意。但美方有些人似乎对形势产生了误
判，低估了中方捍卫自身权益的决心和意
志，
继续混淆视听，
一味漫天要价。对此中
方当然要明确拒绝，
坚决反对。
——5 月 10 日，美方正式宣布对 20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 25%关税。13 日，中
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中方的相关
举措。这体现了中方捍卫多边贸易体制、
捍
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决心和意志。
“对于美方的反复无常和极限施压，
中方始终保持冷静和淡定。”耿爽说，
“我
们奉劝美方看一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听一
听各界人士的呼声，算一算自身利益的得
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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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记者侯晓
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4 日驳斥美方有关
中美经贸磋商言论说，立场倒退、违背承
诺的帽子绝对扣不到中方头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
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称，在中美两
国经贸磋商已完成 95%的情况下，中方却
收回了部分承诺。有评论称，美方言下之
意是中方立场倒退，导致磋商出现了挫
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磋商本身是讨论的过程，在
讨论过程中，双方存在分歧、有不同意见
完全正常。正因为存在分歧，所以才要继

2018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记者陈炜
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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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门类看，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

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他列举了一些数据：世界银行 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
大 幅 提 升 32 位 。 中 国 美 国 商 会 发 布 的
2019 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将近
80%的受访企业表示，中国投资环境正在
改善或保持不变；62%的企业视中国为全
球投资的首要或前三大投资目的地。根
据中方有关部门统计，2018 年中国新设外
资企业超过 6 万家，增长 69.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一年美
方不断威胁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情况下，
去年 9 月，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
孚公司依然决定在华建设大型独资石化
项目。今年 1 月，美国公司特斯拉首家海
外工厂也在上海正式开工建设。”耿爽说。
耿爽说，企业选择在哪个国家投资营
商，
选择谁作为合作伙伴，
自然会根据自身
利益和市场原则作出商业决定，不是什么
人一两句话就能左右的。中国的营商环境
好不好，
在中国能不能赚到钱，
外国企业包
括美国企业已经用行动表明了态度。
耿爽表示，中国欢迎外国企业加大对
华投资，将继续努力为外国投资者营造更
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营商环
境。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
措，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将进一
步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增加商品和服务进
口，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
“相信这必将为世界各国企业在华投
资经商提供新的机遇，也必将为维护自由
贸易体制、推动世界贸易增长作出新的贡
献。”他说。

年 平 均 工 资 82461 元

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147678 元，金融业 129837 元，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23343 元，分别为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的 1.79 倍 、1.57 倍 和 1.5
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
农、林、牧、渔业 36466 元，住宿和餐饮业
48260 元，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534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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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磋商。在磋商尚未结束、协议尚未达成
的情况下，何来违背承诺之说？
“纵观十一轮中美经贸磋商，究竟是
谁在出尔反尔，谁在反复无常，大家查一
查过往的新闻就会看得清清楚楚。”耿爽
说，去年 5 月，中美双方就经贸问题达成共
识，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但几天之
后，美方就违背了双方共识。去年 12 月，
中美双方就中方对美贸易采购数字达成
共识，但美方却在此后的磋商中肆意抬高
要价。
“ 所以，立场倒退、违背承诺的帽子
绝对扣不到中方头上。”
耿爽表示，达成协议需要双方共同努
力。中方一贯重信守诺，
在磋商中展现出了
最大的诚意和善意。希望美方能与中方相
向而行，
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诚信守诺的
基础上，
争取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记者侯晓
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4 日驳斥美方有关
言论时说，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各
国企业最为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
国的营商环境好不好，外国企业包括美国
企业已经用行动表明了态度。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方称，如果中美
不达成协议，中国将受到很严重的损害，
因为外国企业将被迫离开中国前往其他
国家。中方是否认同美方说法？是否对
此感到担忧？
“美方大可不必为中国的事操心。”耿
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外商
在华投资营商环境持续得到改善，中国已
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各国企业最为青睐

从增长速度看，年平均工资增速最高
的三个行业依次为采矿业、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增长率分别
为 17.2%、14.4%和 13.1%。
城镇非私营单位包括国有单位、城镇
集体单位、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
资经济、港澳台商投资经济等单位。2018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全国共调查约 167.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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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就业人员 1.73 亿人。
当日发布的数据还显示，2018 年全国
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8380 元，比上年增长 11%。规模以上企
业包括了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
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
宿和餐饮业、规模以上服务业等 16 个行业
门类的约 100.7 万家企业法人单位。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记者屈
婷、董瑞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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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蒿素是有效治疗疟疾的天然成
分。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团队将之从植物
中成功提取出来后，相关药物开发相继开
展。2005 年，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
（ACT）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为治疗疟疾
的最佳方法。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王慧研究员
说，目前生产青蒿素主要是利用有机溶剂
反复浸提青蒿，再进行纯化分离得到。其
中，
浸提步骤存在着选择性低、溶剂损失严
重的问题，
纯化分离过程则处理时间过长、
能耗高，
导致处理量有限，
限制了产能。
据王慧介绍，如今科学家通过萃取过
程强化、低温结晶纯化等新方法，替代了
传统萃取和层析柱分离，从而实现了大规
模、精细化的处理。他们还引入了一种如
毛细血管般的薄膜蒸发器，代替了传统大
口径的蒸发釜，有效提高了溶剂的回收
率，减少了能耗，从而更绿色环保。

我国将放开一批
政府定价收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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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
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
知》，我国将缩减政府定价范围和定价项
目层级，对能够区分竞争性领域或环节
的，竞争性领域或环节的收费标准一律实
行市场调节；对市场竞争不充分、仍具有
垄断性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
（含政府指导价）管理。各地政府定价经
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不得超过规定范围，可
根据实际情况缩减，不得通过改变名称等
方式扩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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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人快语，
直说无妨；嬉笑怒骂，
皆成文章。
用键盘敲出心声，以笔墨录入民情。

真面目

勿做善恶不分的“滥好人”
□ 柯浩然
近日，有着万鸟归巢奇观的名村，吴川市振
文镇里坡村再次火了一把，原因是有村民捕捞
了一条有攻击性的“怪鱼”。记者向专家核实，
该鱼应为鳄雀鳝，是北美雀鳝鱼中最大的一种，
有极强的攻击性，其卵也含有剧毒，会给生态系
统带来巨大的破坏。 （5 月 13 日《湛江日报》
）
记得电影《食人鱼》里，一群巴掌大的小鱼
儿就能血洗海滩，把游客啃得只剩骨架。而报
道中村民捕获的怪鱼同样长满锋利的牙齿，却
长达 1 米，成年后更可长到 3 米以上，是世界十
大最凶猛淡水鱼之一，攻击性极强——这样的
怪物一旦在河湖中繁殖开来，
是何等可怕？
据渔业部门介绍，这种雀鳝鱼属于外来入
侵物种，原产于北美，疑被人为放生到本地水
域。可以想见，当初放生的人，也许还在为自己
做了一件“善事”而沾沾自喜，万万没想到其实
是好心做了坏事，给本地生态环境和群众安全

5 月 13 日上午，湛江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展在湛江国
际会展中心广场开幕。此次展
出通过图文汇集、播放视频、实
物展出、派发资料等方式，多维
度全景展示我市深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
效，进一步向社会各界展示党委
政府坚决依法打击涉黑涉恶违
法犯罪的决心和能力。
（5 月 14 日《湛江日报》
）

造成难以消除的隐患。大家熟知“东郭先生和
狼”的故事，无不为其善恶不分、滥施仁慈而叹
息。东郭先生把狼藏到袋子里助它躲过猎人追
杀，狼不知恩图报，反而想吃了他，要不是碰巧
遇上一位聪明的农夫，又把狼骗进了口袋，这个
书呆子可就葬身狼腹了。而把雀鳝鱼放生的行
为，无异于放虎归山，助纣为虐，后果更加恶劣，
因为我们搞不清楚水里已经繁殖出多少这种怪
鱼，也很难像把狼装进口袋打死一样彻底清除
隐患。
以前各地出过不少奇闻，如有人往河里放
生鳄鱼，有人在居民区附近放生蛇类，这类行为
非蠢即坏，已经不能用“无知”来形容。如今，这
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边，有关部
门当务之急是在监管上填补法律空白，完善相
应的处罚措施，以警醒某些“爱心”泛滥人士，不
要再做善恶不分的“滥好人”。同时，应加大宣
传力度，让市民了解相关知识，增强生态保护意
识，知道哪些物种禁止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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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次 扫 黑 除 恶 成 果 展 ，给
市民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黑
恶 势 力 形 态 的 生 动 方 式 ，让 我
们看清了黑恶势力的真面目。
我们要坚定地与黑恶势力作斗
争，营造清朗干净、有安全感的
社会氛围。
文/图 艾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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