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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韩洁 陈炜伟

近日，美方突然称拟对3000亿美
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外界
有人担忧中国经济将受此拖累。

然而，不管乱云飞渡，信心坚如磐
石。一年多来的中美经贸摩擦已证明
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国内外形势，中国
经济上半年增长6.3%、经济运行保持
合理区间、发展稳中有进就是最好例
证。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早已今非昔
比，中国经济拥有的强大韧性和潜力，
就是我们信心向未来的底气所在。

这些积极变化，尽显中国经济发
展的强大韧性

这两天，不少外媒不约而同捕捉
到一个变化：作为重要的先行指标，中
国制造业 PMI 在 4 月份以来首次回
升。

“伴随政策的逐步落地，宏观逆周
期调节效果开始显现，中国7月官方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小幅回升至三个月
高位，市场信心逐渐回暖，经济下行态
势出现趋缓迹象。”路透社在报道中评
价。

这一变化，是今年以来中国经济
保持稳健运行的一个力证。

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3%，
这个“低速度”招来不少质疑声音。

相比过去，中国经济增速看似在
放缓，但放眼全球，上半年6.3%的增速
依然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迈上90
万亿元台阶的中国经济，即便增速降
至6%，一年的经济增量仍相当于一个
中等规模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6.3%增速
背后的向好态势——

经济运行始终在合理区间、上半
年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1.8%的核心
CPI、较为平衡的国际收支等宏观调控
指标，勾勒“稳”字当头、好于预期的增
长。

“三驾马车”依然稳健有力，上半

年出口同比增长6.1%，消费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超过60%，社会领域投资、高
技术产业投资、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
均实现10%以上增速，在经济结构调
整中迸发出新的前行动力。

高质量发展渐次显效，上半年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54.9%，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0%，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教育等短板领域
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8.0%和18.9%，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2.7%，
展现了“进”字突破、稳中向好的增长。

“上半年6.3%的经济增长有着沉
甸甸的含金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这是
就业总体平稳、物价基本稳定、质量不
断提高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增长、有后
劲的增长，体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态势。

对此，世界银行最新一期《中国经
济简报》评价：“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增多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长仍保持
韧性。”

这些有利因素，彰显中国经济持
续向好的潜力

美方对华又施关税威胁，消息发
布当天美股全线下跌，美国多家行业
协会亦纷纷发表声明，反对美方此举
并认为将危害美国国内各行各业。

美方市场透出的担忧，足见贸易
保护主义的升温正在危害全球经济。
世界银行6月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
告将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3个百分点至2.6%，并警告受贸易紧
张局势和金融动荡影响，全球经济增
长将处于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历经一年多的中美经贸摩擦，我
们一方面要清醒认识到，中国经济发
展外部环境趋紧、外部压力加大或将
成为常态；另一方面，要有“不畏浮云
遮望眼”的沉稳，认清自身有利条件，
在积极应对中挖掘未来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的潜力何在？最大潜
力，源自中国不断成长的国内市场。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的报

道观察到，中国酒类、运动服装、旅游
和家用电器类股票创下历史新高，反
映出投资者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消费
者支出前景的信心不断增强。

一组数据足以显示当下中国经济
的活力：今年上半年中国日均新设企
业1.94万户，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
长21.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9.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
22.1%……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为主要内容的新动能正在快速集聚。

“面对困难，躲是躲不掉的！”在深
圳一家生产光通信器件的企业里，负
责人告诉记者，应对危机的秘诀就是，
把产品做到无可替代。

这家企业通过不断优化生产流
程、提升产品精度，客户不仅没有将中
国订单转移到其他地区供货商，还主
动提出分摊上升成本。“要感谢过去的
压力，让我们绞尽脑汁把不可能变成
可能，成为应对当前挑战的底气。”这
位负责人说。

潜力，也源自中国70年伟大发展
的深厚积淀。

今天之中国经济，对世界影响越
来越大。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高达
30%；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
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
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
起稳居世界首位；研发人员总量连续6
年稳居世界第一……

今日之中国经济，市场空间动辄
以“亿”计量。近14亿人口、近9亿劳
动力、8亿网民、1亿多户市场主体……

潜力就是底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观察到，
与去年相比，在经贸摩擦的调整和积极
应对中，中国企业和市场更加淡定，国民
心态更加凝聚，合作创新更加坚定。

办好自己的事，这是中国经济赢
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面对外部诸多不确定性，中国办
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应对。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
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

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增
强忧患意识，把握长期大势，抓住主要
矛盾，善于化危为机，办好自己的事。

办好自己的事，必须落实好“六
稳”政策。要高度重视当前外部环境
的不确定性对经济稳定运行的影响，
继续强调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
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务实举措积
极应对，确保经济稳中有进，守牢发展
底线。

办好自己的事，必须持续深化改
革，咬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动摇。要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基
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多用改革办法
扩大消费，稳定制造业投资；要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
政策，增添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要加
紧落实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

对市场中万千企业而言，办好自
己的事，关键要在创新中抢抓机遇、化
危为机。

当海外出口受影响时，位于江苏
昆山高新区的丘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选择逆势而上。这家专注为中高
端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提供摄像头和
指纹识别模组的本土制造商，正加大
技术创新力度，将目光投向国内庞大
的5G市场。

“只要土壤够肥沃，就能繁花似
锦，5G时代就是一片沃土。”公司运营
副总经理刘统权说，5G商用将带来换
机潮，从单机双摄到三摄、甚至四摄，
从2000万像素到4800万像素、甚至更
高，产品迭代升级让公司对未来市场
信心满满。

在创新中应对挑战，在创新中开
启未来。

“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恰如
这句出现在上海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
别磋商现场的诗句所描绘的意境。中
国发展奇迹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坚定走好自己的路，坚持办好自己
的事。这也是中国经济未来依然保持

“风景如画”的底气和信心所在。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增强信心 坚定底气
——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办好自己的事系列述评之预期篇

□新华社记者

3日傍晚，香港有一些丧心病狂的暴徒
在尖沙咀海港城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并拆下扔入海中。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暴徒们令人发指的暴
行，公然践踏国家的尊严，是对包括广大香
港市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侮辱，是不可
饶恕的犯罪，必须严惩不贷。我们要正告所
有试图挑战中央权威、破坏“一国两制”原则
底线的丑恶势力，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谁
就要担负历史的罪责，并最终被历史审判。

国旗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每个
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并
规定对侮辱国旗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维护国旗的尊严，就是维护国家、民族和全
体中国人民的尊严。需要指出的是，国旗
法也是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港实施的
全国性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国旗及国
徽条例》第七条规定：“任何人公开及故意
以焚烧、损毁、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
国旗或国徽，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5
级罚款及监禁3年。”今天，在香港这片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竟然发生公然侮辱
国旗的事情，令人震惊、痛心和愤怒！这不
仅是任何文明和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而且这些暴徒挑战的是中央权威，触碰的
是“一国两制”原则底线，践踏的是国家、民
族尊严，侮辱的是包括广大香港市民在内
的全体中国人民，必须依法严惩。

自6月中旬以来，极端势力在幕后黑手
指使下，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已经对香港的
法治、社会秩序、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造成
严重损害。从包围特区立法会、堵塞道路、
瘫痪交通，到用砖头、铁枝甚至汽油弹等攻
击警察、冲击警方防线；从先后两次围堵警
察总部，扰乱税务、入境事务等特区政府部
门正常办公，发展到围堵香港中联办，破坏
设施，污损国徽，喷涂侮辱国家、民族的字
句。今天，他们又公然侮辱国旗。这一系列
恶行，完全暴露了暴徒及其背后势力试图瘫
痪特区政府，破坏“一国两制”，争夺特区管治
权，以香港乱局牵制中国发展大局的图谋。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多次表明，将继续
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一国
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
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中央强调，任何
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
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
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一国两制”
伟大事业不是一小撮香港反对派及其背后
势力所能撼动的。谁触碰三条底线，谁破坏

“一国两制”，谁就要担负历史的罪责。中央
不会坐视不管，任由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
们呼吁广大香港市民认清极少数激进分子
的暴力危害和本质，坚决维护“一国两制”，
捍卫法治与社会秩序；我们坚信香港一定能
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一
国两制”这艘航船一定能够劈波斩浪、行稳
致远！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底线不容触碰
——谁破坏“一国两制”谁就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新华社香港 8 月 4 日电 （记者
周文其）部分人士3日在香港油尖旺区举
行游行，期间，一些极端分子做出破坏国旗、
冲击警署等行为。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4
日凌晨对此表示强烈谴责。香港警方也对
暴力行为予以最严厉谴责。警方公布，在
驱散示威者的行动中拘捕超过20人。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示威活动期间，
部分激进示威者有暴力冲击警署、破坏汽
车、多处纵火等行为。同时，怀疑有示威者
刻意破坏国旗，触犯香港特别行政区《国旗
及国徽条例》。政府对于激进示威者目无
法纪、蓄意破坏社会安宁，甚至挑战国家主
权，予以强烈谴责。警方会严正执法，而使
用暴力的违法示威者亦应受到法律制裁。

香港警方表示，对激进示威者的暴力
行为予以最严厉谴责，并强调会对所有非
法及暴力行为严正执法。警方有能力及决
心维护社会安宁，绝不姑息任何暴力行为。

香港警方介绍，3日晚至4日凌晨期
间，示威者以围栏等杂物堵塞红磡海底
隧道收费广场两边行车线，导致两边隧
道封闭、交通严重受阻；部分激进示威者
围堵尖沙咀警署，大肆毁坏警署外设施
并在多处纵火；部分激进示威者包围黄
大仙纪律部队宿舍，向宿舍投掷爆竹及
大量杂物，严重威胁居民的人身安全。

香港警方介绍，在驱散示威者的行
动中，拘捕涉嫌非法集结及袭击等行为
的示威者超过20人。

香港特区政府警方强烈谴责
破坏国旗及暴力行为

新华社香港8月4日电 中央政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负责人4
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香港极端激进分
子侮辱国旗、挑战国家主权的违法行径。

该负责人表示，8月3日下午，香港
有丧心病狂的极端激进分子在尖沙咀
扯下某建筑前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并扔入海中，这是继7月21日激进
示威者围攻中联办、污损国徽后对国家

尊严的又一次公开挑衅。该负责人强
调，国家主权和尊严不容挑战，“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不容触碰，包括广大香港
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爱国情感不
容肆意伤害。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恶行
必须依法严惩。

该负责人重申，坚定支持特区政府
和香港警方严正执法，依法惩治暴力犯
罪分子，维护香港法治和社会稳定。

香港中联办严厉谴责
极端激进分子侮辱国旗行径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国务院港
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4日就香港8月3日
晚数名极端激进示威者扯下某建筑物前悬
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扔入海中一事
发表谈话，对有关恶劣行径予以严厉谴责。

该发言人表示，8月3日晚，数名蒙
面黑衣示威者在香港尖沙咀扯下某建
筑物前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扔
入海中。这一行径严重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旗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国旗及国徽条例》，公然冒犯国家、民

族尊严，肆意践踏“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极大地伤害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表示强
烈愤慨。我们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
区警队和司法机构果断执法、严正司
法，尽快将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该发言人表示，极少数极端激进分
子侮辱国旗的丑陋行径再一次表明，他
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由表达
意见的范畴，滑进犯罪的深渊。对此必
须依法严厉惩处，绝不手软。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严厉谴责
香港极端激进分子侮辱国旗行径

□新华社记者 樊曦 才扬

夏日炎炎、热浪袭人。高温之下，
仍有许多劳动者扎根一线，用汗水和
坚守诠释奉献的意义。

不怕“烤验”的建设者
8月 2日，在成都双流临空经济区

西侧，正在建设环港路的工人们迎来
了一年中最“烤验”人的时候。

作为中铁一局成都环港路项目作业
队班组长，29岁的张文超在检查6号桥
桥梁支架的安装情况。别看环港路只有
不到2公里长，但却需要在不封路的情
况下建设桥梁，跨越既有道路和水渠。

“我们要先用钢管搭建高达四五
米的桥梁支架。短短23米长的支架就
要安装一个星期，使用 15000多根杆
件，再在支架上搭建模板，浇筑桥身。
这是建桥的第一步，是工程质量的基
础，容不得一点马虎。”张文超说。

高温之下，工人们戴着手套，拿着
扳手安装钢管。烈日炙烤，戴着手套
钢管都十分烫手。记者看到，工人们
个个大汗淋漓，半天下来手套里都能
倒出水来。

工地上的摸爬滚打让毕业只有两

年多的大学生程力晒成了“小黑人”。
1994年出生的程力是中铁一局成都环
港路项目工程部副部长。每天，他都
要在工地上来回巡视，检查基坑稳定
性数据，查看有无安全隐患，再到地下
管廊检查安全措施是否到位，甚至还
要检测空气质量，看是否含有有毒气
体，是否适合作业。

“一天下来要来回走上两万多步，
很累。但累是值得的，对于工程来说，
质量和安全高于一切。”程力说。

守护万家清凉的电力人
7月21日，高温炙烤着大地，用电

负荷节节攀升，为了保障电力运行安
全可靠，电力作业人员穿上绝缘防护
服，爬上电线杆，在户外高温中为百姓
守护一方清凉。

在山东青岛平度市同和镇10千伏
崖铁线作业现场，记者看到，国网青岛
平度市供电公司的电力作业人员正在
进行紧张的施工作业。

中午时分，室外温度接近40摄氏
度。仅仅只是站在现场，记者都感到
手臂有一种灼伤的刺痛感。37岁的杨
林身着厚厚的绝缘服，爬上15米高的
铁塔，在毫无遮挡的设备旁进行检修，
排查线路有无破损、放电现象，对线路

接点进行一一测温。
一次作业下来，杨林说就像蒸了

一次桑拿一样。不过他说：“没啥不容
易，哪个行业都不容易，就是干一行要
爱一行。”

“你用电，我用心”。为了保障千
家万户的用电安全，当日，56岁的张振
友和工友们顶着高温走到户外，对供
电线路和电力设施展开检查，消除安
全隐患。

张振友作为国网山东胶州市供电
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自从2001年成
立带电作业班以来，他就带领工友们
不断扩大带电作业施工范围，足迹遍
布了胶州市的每一个乡镇村庄。进入
夏季以来，作业班平均每天作业次数
达10多次。两部带电作业车，每辆车
的日均行程都在150公里以上。

“汗滴成串”的盾构人
7月26日，在山东济南，距离黄河

北岸700米的地方，黄河上最大的盾构
隧道即将从此出发。

工地上，中铁十四局济南黄河隧
道项目部机电组班长董冰正带领工人
们进行直径15.76米的盾构机刀盘的
组装和调试工作。

盾构机可是个“大家伙”，重达

4000吨，光刀盘就有380吨。与人们
平常想的普通刀盘不同，盾构机的刀
盘由一个中心块和12个主副臂组成，
上面分布有347把不同种类的刀头。

“刀头就像牙齿，要去啃土啃石
头。刀盘最终组装好后，刀面的高低
差不能超过1毫米，否则在掘进中就会
造成某些刀头磨损过快，会对掘进效
率和刀盘寿命造成影响。”董冰说。

为了确保安装质量，董冰和工人
们不仅要检查刀盘安装精度，还要检
查中心块和主副臂焊接精度，每焊接
几十公分就要用超声波探伤，看有没
有焊接缺陷。

董冰说，高温天施工，特别是在焊
接现场，一低头，工人们额头上的汗都
能成串地往下滴。

“一天喝很多水，但流汗太多，一
天也只用上一次厕所。晚上跟媳妇视
频，她说你不龇牙都看不见你，因为晒
得太黑了。”董冰说。

尽管这样，董冰却干得很带劲。
“安装和调试盾构机能让我学习和使
用不同行业的知识，就像游戏打怪一
样，很有意思。越学越深，越学越想
学。”董冰说。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致敬，高温下那些坚守的身影

8月4日，来自云南省元
阳县黄茅岭中心小学的彝族
女教师马素英（左）在廿四市
民体验中心给学员讲解彝绣
的基本针法。当日，上海廿
四市民体验中心举行彝绣传
习课，来自云南省元阳县黄
茅岭中心小学的彝族女教师
马素英为刺绣爱好者传授彝
绣手艺。2017 年起，马素英
与上海的志愿者结对成立

“云绣工坊”，将元阳乡村善
于刺绣、手作的绣娘组织起
来进行培训，制作风格独特
的彝绣工艺品出售，许多家
庭因此获得增收渠道，产生
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都市里的
彝绣传习课

这是 8月 4日无人机拍摄的张北县战海乡的田园风光当日，位于河北省张北县
战海乡的田园综合体开门迎客。该综合体围绕未来农业，开发“农业+科研、农业+
旅游、农业+健康、农业+种植、农业+运动”五大功能，将形成农业全产业链体系，实
现农业康养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张北坝上打造田园综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