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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于佳
欣）记者 14日从商务部获悉，中国已向
世贸组织（WTO）提交了关于世贸组织
改革的建议文件，提出改革的四方面重
点领域。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此发表谈
话，表示愿与各方共同推动改革取得进
展，使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
更大作用。

日 内 瓦 时 间 2019 年 5 月 13 日 ，
中 国 正 式 向 世 贸 组 织 提 交《中 国 关
于 世 贸 组 织 改 革 的 建 议 文 件》。 商
务部世贸司负责人表示，在文件中，
中方提出世贸组织改革四个方面重
点 行 动 领 域 ：一 是 解 决 危 及 世 贸 组
织 生 存 的 关 键 和 紧 迫 性 问 题 ；二 是
增加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
相 关 性 ；三 是 提 高 世 贸 组 织 的 运 行
效 率 ；四 是 增 强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的 包
容性。中方就上述领域的具体问题
提出了细化建议。

该负责人表示，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深
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
球化遭遇波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
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同时，世贸组织自
身谈判进展缓慢，机构运行效率亟待提
高，贸易政策透明度也有待加强。在此背
景下，中国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
革，帮助世贸组织解决当前危机、回应时
代发展需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于去年11月发布了关于世贸组

织改革的立场文件，阐述了中国对世贸组
织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主张。立场文
件发布后不久，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
峰会就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达
成重要共识。

该负责人说，此后半年时间，中国在
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方面进一步做出积极
努力和重要贡献。比如，中国与多个世贸
组织成员共同向世贸组织提交了“关于争
端解决上诉程序改革”的联合提案，为推
动打破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贡献力

量。中国还与其他75个世贸组织成员发
表了《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确认有
意在世贸组织现有协定和框架基础上，启
动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在
上述工作的基础上，中国制定了关于世贸
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

该负责人表示，中方愿与各方就建
议文件进一步交换意见，共同推动世贸
组织改革取得进展，重塑世贸组织权威
性和有效性，使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
挥更大作用。

中国提交WTO改革建议文件
提出四方面改革重点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3日电 美国
总统特朗普13日宣布，将为美国航天局
2020财年的预算追加16亿美元，以加速
实现重返月球的计划。

特朗普13日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
说：“我们将使美国航天局再创辉煌，重返
月球，然后去火星。”特朗普当晚发布了一
系列推文阐述他对联邦政府2020财年预
算草案的一些调整。不过，这些调整还需
在国会获得批准才能最终落实。

美航天局之前提交的2020财年预算
请求总额为210亿美元，其中超过半数将
用于空间探索。4月中旬该机构又提交
了更新版预算请求，要求再追加16亿美
元用于加速实现重返月球计划。

2019年美国将迎来首次载人登月50
周年。3月底美国副总统彭斯提出5年内
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这一时间表比美航
天局的原计划提前了4年。美航天局局长
吉姆·布里登斯廷4月2日在航天局2020
财年预算请求听证会上说，美国将宇航员
重返月球的计划提前到2024年，目的是
为了在2033年实现登陆火星的目标。

美欲追加16亿美元
预算加速重返月球

据新华社平壤5月14日电（记者程
大雨 江亚平）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4日
发表谈话表示，美国近日“非法抢夺”朝鲜
一艘货船的“强盗般”行为，是对新加坡朝
美共同声明精神的“全面否定”，朝鲜要求
美方立即归还相关船只。

根据朝中社当天播发的这份谈话，这
名发言人指责近日美国将一艘朝鲜贸易
货船拖往美属萨摩亚是“非法抢夺行为”，
并表示，美国应深思其“强盗般”行为对今
后形势发展可能造成的后果，美方应立即
归还朝鲜船只。

发言人表示，美国此次抢夺朝鲜船只
的做法，是美国企图以极限施压政策使朝
鲜屈服的“美式计算法”的延续，也是对承
诺建立新型朝美关系的新加坡朝美共同
声明基本精神的“全面否定”。

据报道，美国司法部9日宣布，朝鲜
货船“智诚”号涉嫌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制裁决议，因而由美方扣押。该货船
11日抵达美属萨摩亚。

立即归还“非法抢夺”
的朝方一货船

朝鲜要求美国

据新华社旧金山5月13日电（记者
吴晓凌）据美国媒体13日报道，搭载着游
客的两架水上飞机当天在美国阿拉斯加
州凯奇坎附近的乔治湾相撞后坠毁，已造
成5人死亡、1人失踪、10人受伤。救援
人员正在搜寻失踪者。

报道说，出事的两架水上飞机分别搭
载11人和5人，除两名飞行员外，另外14
人都是进行观光飞行的皇家公主号邮轮
游客。死者包括4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

公主邮轮公司发表声明说，10名来
自皇家公主号邮轮的游客搭乘水上飞机
前往迷雾峡湾进行观光飞行，返回时在距
凯奇坎约8海里处与另一架搭载4名皇
家公主号邮轮游客的水上飞机相撞。

两架水上飞机在美
阿拉斯加相撞

△这张照片显示的是发掘出的军事城堡遗迹。 新华社发

埃及考古队发掘出
法老时期军事城堡

据新华社曼谷5月14日电（记者杨
舟）泰国政府宪报网站14日公布了经国
王玛哈·哇集拉隆功批准任命的250名上
议院议员名单，以及国王关于在5月22
日召开国会首次会议的敕令，宣告新国会
即将开幕。

根据泰国宪法等法律，250名上议
院议员全部由现任总理巴育领导的全
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挑选。其中带
有军衔警衔的议员有 100余人。本月
早些时候辞职的副总理差猜等15名内
阁成员，原副总理他那萨、纳龙等人也
在名单内。

此外，泰国国防部次长、军队最高司
令和陆海空三军的司令，国家警察总署署
长共6人根据宪法自动获得上议院席位，
也进入了名单。

泰国公布上议院
议员名单

据新华社悉尼5月14日电（陈宇）莫尔
兹比港消息：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
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14日晚发
生7.5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4日晚10时58
分（北京时间14日晚8时58分），震中位于
巴新东新不列颠省首府科科波市东北45
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
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测定，同日当地还发生
一次5级余震，震中位于科科波东北47公
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
中心现已取消先前发出的海啸警报。

中国驻巴新大使馆工作人员告诉新华
社，目前尚未收到华侨华人伤亡情况报告。

发生7.5级地震
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

△这张照片显示的是军事城堡遗迹内发掘出的文物。新华社发

新华社开罗5月14日电 埃及文物部13日发
表声明说，埃及一支考古队在北西奈省发掘出一处
萨姆提克时期（公元前664年-前610年）的军事城
堡遗迹。这座城堡的历史可追溯至古埃及第26王

朝，是埃及目前已发现最早的古城堡之一。
据媒体报道，这座城堡墙体由泥砖砌成，拥有

16座瞭望塔。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还发现了当
时城堡守卫士兵使用的房间。

以协调发展
“拓”出国内大市场

5月13日9时30分许，四架大型客
机在15分钟内依次在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跑道上平稳降落。这标志着北京新机
场完成首次真机验证，为这一京津冀协
同发展重大工程于6月30日竣工、9月
30日前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
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我国又一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按下

“快进键”。
这是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城乡融合

发展加快向深入推进的生动写照。
今年以来，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座

谈会召开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印发，再到《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的发布，区域
协调、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进一步释
放、拓展和深化，中国经济跳动的脉
搏更加强劲、有力。

刚刚过去的“加长版”小长假，四天
入境香港的内地旅客将近百万，较去年
同期增长约四成。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
港珠澳大桥通车带动“五一”假期内地赴
港旅客明显增加。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市今
年将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京
张铁路（北京段）、京雄高速（北京段）
等一系列重点工程建设，有效助力经
济平稳运行。

如同水流，落差越大，势能越
强。城乡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是
短板，也是中国强大国内市场的潜
力所在。

加快高速铁路网、通信网、物流等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空间互联互
通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加快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聚焦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自然灾
害防治，在补齐发展短板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经济发
展源源不断注入活力，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
宇霆认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明确指
向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特别是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发展将为基础
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产业集群等领域投
资提供巨大空间。

以改革创新
“融”出发展新动力

今年一季度，辽宁、吉林、黑龙江三
省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同比增长6.1%、
2.4%、5.3%，为东北振兴写下新的注
脚。其中，占东北经济半壁江山的辽宁，
经济增速时隔四年多再次回到6%以
上；当季民间投资增长17.3%，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10.9个百分点。

东北经济企稳回暖，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近年来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
化改革。

融合城乡、协调区域，关键是突
破体制机制障碍，让人才、信息、资
金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使生产力布
局充分优化。

近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
（区）在上海成立院士联合工作站，
吸引两院院士在此发布最新研究成
果，依托长三角先进制造业产业集
群，与长三角企业家一起探讨成果如
何“中转落地”。

G60 科创走廊是在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国家战略下，依托G60高速公
路和正在建设的沪苏湖高铁这两个

交通大通道，由上海松江，浙江嘉
兴、杭州，江苏苏州，安徽宣城、合肥
等九城（区）协同打造的产业和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平台。

借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发展大势，让
创新要素充分涌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活力不断迸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的意见》明确，我国将坚决破除妨
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
体制机制壁垒，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
乡村流动；

4月份，广东院士联合会联合粤港
澳21所主要高校科研院所成立粤港澳
院士专家创新创业联盟，为粤港澳三地
院士专家的创新创业提供支撑；

年初，京津冀协同创新基础研究首
批项目验收，“南水北调对京津冀受水区
生态环境影响及调控机制研究”多项成
果得到切实应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
说，今年以来，东部地区持续转型升
级，中西部地区经济较快增长，东北
地区经济企稳回暖，四大板块良性互
动，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力实施。我
国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空间格局
渐次优化。

以开放共享
“通”出发展新机遇

向东，通过长江黄金水道出海；向
西，中欧班列直达欧洲；向南，“陆海新通
道”通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向北，“渝
满俄”班列直达俄罗斯……

借力区域协调发展大势，西部省份
重庆已从昔日的开放末梢成为前沿。
2018 年重庆进出口总值逆势增长

15.9%，在中西部位居前列，今年一季度
更是同比大增21.9%。

近年来，随着区域协调发展大格
局逐步展开，中西部、东北等地区成
为改革开放新前沿，获得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

面对近海不靠海的“窘境”，吉林省
主动谋畅通，借港出海、陆海联运、内陆
保税等项目相继落成，正加快向东北亚
区域经济中心迈进；

黑龙江以“中蒙俄经济走廊”深度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哈尔滨连续多
年成为国内对俄出口电商包裹量最大
的城市；

四川省推动中欧班列（成都）、
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对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积极参与建设西部陆海
新通道……

今年一季度，我国中部地区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0%，快于全国
2.5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固定资
产投资分别增长9.6%和7.8%，分别快
于全国3.3 和 1.5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3%，同比
加快1.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9%，加快1.5个百分点，均显示出较
强的后发优势。

“通”带来的是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
的共享。4月中旬，长三角地区跨省异
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试点范围在去
年“1+8”地的基础上扩大至“1+17”地，
三省一市同时大力推进联网统筹区和医
疗机构扩展工作，将有更多长三角地区
居民从中获益。自2014年以来，京津冀
三地累计打通1600公里“断头路”，百姓
生活更方便，也为协同发展带来互联互
通新转机。

记者了解到，随着城乡融合进程
的推进，我国正着力推动公共服务向
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让
城乡百姓享受标准统一、制度并轨的
基本公共服务。

千万溪流汇聚，方有大海的波澜
壮阔。伴随着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发
展画卷徐徐铺展，中国经济正呈现出
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多个动力源加快
成长的良好局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澎湃持久的动能。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从城乡区域发展看中国经济新空间

“融”出新机遇“合”出新动力

聚焦中国经济亮点
这里蕴含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空间——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城乡融合发展释放持久动

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打通区域协调发展“经络”，各大区域板块良
性互动；高水平开放联通国内国外市场……

今年以来，我国城乡区域空间不断拓展、结构持续优化、资源
配置效率全面提升，在融合联通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新
机遇、注入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