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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持续向好经济态势令世界瞩目
■ 新华社记者 康逸
新华社北京 5月 15日电

国家统计
局 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 至 4 月，中
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0%；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 ； 全 国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6.1%。 就在一天前，全球著名指数编制
公司明晟公司宣布将 26 只中国 A 股纳
入明晟中国指数。 尽管面临诸多不确定
性，今年以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数据和
实例都表明中国经济顶住下行压力企
稳回暖，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态势令
世界瞩目。
“中国经济是卖空者的噩梦。 ”美国
《福布斯》双周刊网站刊文如此描述。 文
章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将 2019
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预 期 从 6.2% 上 调 至
6.3%，上调幅度虽然不大，却显示出中
国经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文章
说，外部贸易环境恶化没能迫使中国经

济硬着陆，从总体来看，中国经济转型
仍在继续。
外界清楚地看到，面对复杂严峻的
外部环境，中国正踏踏实实、按部就班
做好自己的事，中国经济定力十足。 澳
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爱
丽丝·德扬说， 近期公布的多项数据显
示，中国经济正在稳健发展，这也是中
国经济发展的既定方向。
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也在为经
济稳定发展保驾护航。面对“稳中有变、变
中有忧”的新形势，中国政府加强逆周期
调节，突出“六稳”导向。 韩国现代研究所
研究员韩载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
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确保了经济积极增
长。他说，中国近来的经济数据超出预期，
政府出台的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使得中国经济抵御住了下行风险。
海外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不仅是对中国经济长久以来展现出的
实力有信心，也源于中国经济在应对下

行压力时表现出的强劲耐力与韧性，更
在于看重中国经济治理体系、经济内生
动力激发出的活力和巨大发展潜力。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
站报道， 过去几周发布的相关报告显
示，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有许
多潜力尚待开发，尤其是互联网、汽车、
医疗、教育和旅游等领域呈现出更广阔
的增长前景。
由于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国际金融
机构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瑞士信贷银行分析师表示，中国农村地
区正在创造渐进式增长机会。 摩根士丹
利在其报告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教育
消费需求最高的国家之一，预计到 2028
年中国教育市场规模将翻一番，达到 10
万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中国加速经济转型升级，
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转变， 正在为
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动力。 澳大利
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用“文明”粉饰霸权，
很不文明！

詹姆斯·劳伦斯森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势
头良好， 随着中国向消费驱动型增长过
渡，零售业的蓬勃发展表现尤为突出。
美国贝莱德投资集团全球首席投
资策略师理查德·特尼尔说：“我们越来
越相信，中国经济表现今年第二季度将
更好，目前已经可以在服务业中看到这
种向好势头。 ”
经历风雨，方见彩虹。 中国经济大
船风雨不改，破浪前行，这样的中国经
济未来可期。 正如蒙德里安投资伙伴公
司首席投资官安德鲁·米勒所说：“不管
是否发生贸易战， 我们认为从长期来
看，中国消费者都将更加富裕，城市化
将加速。 ”
德国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福尔克
马尔·登纳也说， 作为一家大型跨国工
业企业，博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
景充满信心，“中国经济正向更可持续、
更注重创新的高质量方向发展”。 （参与
记者：郭阳、白旭、耿学鹏、沈忠浩）

新华社记者 杨依军
近日，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 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美国按说
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抛出 比谁都清楚。
所谓美中 “文明冲突”“文明较
中华文明上下绵延五千
量”“文明对抗”的论调，给中美 年，始终在交融互鉴、兼收并蓄
关系制造新的麻烦。 假“文明” 中丰富和发展。 对待其他文明，
之名给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涂 中国人历来主张平等而非傲
脂抹粉， 再次暴露了美方霸权 慢、尊重而非偏见、交流而非交
思维的傲慢偏执，很不文明！ 锋、包容而非排斥、和平而非对
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应 抗。 中国人历来爱好和平。 过
当平等共存，这是人类付出极大 去， 中华文明没有和任何文明
代价得出的惨痛教训。 在 21 世 产生“文明冲突”，现在、未来也
纪的今天，公然说出“文明对抗”， 不会与其他文明产生 “文明冲
反映的是极不合时宜的冷战思 突”。 美方个别人宣扬所谓“中
维，散发出一种历史的霉味。 国威胁论”“美中文明较量论”，
从什么 “中国人好日子过 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
得太久了 ”， 到所谓 “ 美国重建 腹， 恰恰表明他们对中华文明
了中国 ”， 以及大言不惭的 “ 把 缺乏了解， 也更加证明了文明
中国开除出 WTO”， 其本质一 对话而非冲突对抗的必要性。
脉相承，那就是美方唯我独尊、
作为负责任大国，理应求同
居高临下的霸凌心态。
存异， 以开放心态加强对话，为
斯金纳所谓 “文明对抗”的 破解“文明冲突”迷思做出探索
谬论无疑把美方一些人对本国 和贡献。“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
历史的无知暴露在世人面前。在 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
不少人眼中，对多样文明的珍视 眼睛。”一旦被“冲突”“较量”“对
和追求是美国的重要象征。 然 抗” 等零和思维蒙蔽了双眼，其
而，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 结局无非是中国一句成语所言：
社会多元文明共存的局面，并非 盲人瞎马、夜半临池。
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付出了很大
代价才实现的，直到今天仍脆弱
而敏感。对其他文明的排斥和敌
视，在美国国内史和对外史上曾

点“草”成金
富农民

5月 14日，在河北省邯郸市磁县
讲武城镇小寨村艾草产业扶贫基地，
农户在采摘艾草嫩芽，用于制作艾
茶。
近年来，河北省邯郸市磁县通过
技术攻关，因地制宜推广艾草种植，以
“企业 +合作社 +基地＋ 农户”的方
式，打造集艾草种植、生产加工、经营
销售、艾灸培训等为一体的多元化、综
合性产业。目前，当地已播种艾草 1200
亩，生产艾茶、艾条、艾绒、艾饼等 10
余种产品，帮助农户实现增收。
■ 新华社发 摄影 郝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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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我们要
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
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
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习
近平提出 4 点主张。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人
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
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我们应
该秉持平等和尊重， 摒弃傲慢和偏见，
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
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
生。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一
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 人们对美好
事物的向往， 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的。 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
机， 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
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交
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 文明交
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
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
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 我们应
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
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
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

两高分别公布国家赔偿新标准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赔偿 315.94 元

■ 记者 罗沙 陈菲
新华社北京 5月 15日电

中共同前进。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我
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
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
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
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
提供必要支撑； 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
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
交流合作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
化的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
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愿同各国加强各
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创新
合作模式，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走深走
实， 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愿
同各国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为促进
亚洲经济发展、增进亚洲人民友谊贡献
更大力量。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亚洲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
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
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
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
大的丰厚滋养。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
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始
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亲仁善邻、
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

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
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
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习近平强调，今日之中国，不仅是
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
之中国。 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
就贡献世界。 希望大家共同创造亚洲文
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希腊总统帕
夫洛普洛斯、新加坡总统哈莉玛、斯里
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亚美尼亚总理帕希
尼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
也在开幕式上致辞。 他们表示，世界是
多元的，不同国家、民族和文明共同构
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 不同文明是平等
的，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取代其他文
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对其他文明
居高临下。 要相互尊重，尊重文明的差
异性、独立性和多样性。 要加强文明之
间沟通对话和交流互鉴， 只有这样，才
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的繁荣
进步。 所谓“文明冲突论”十分错误，将
破坏甚至切断文明沟通的桥梁。 正是文
化上的固步自封、唯我独尊和极端主义
导致了世界上许多矛盾和冲突。 感谢习
近平主席倡议举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这为亚洲国家及不同文明对话交流提

最高
人民法院于 5 月 15 日下发通知，
公布了自 2019 年 5 月 15 日起作
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
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
315.94 元。
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
察厅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检察
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
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
标准 315.94 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

供了重要平台， 在当前形势下恰逢其
时，意义重大深远。 亚洲国家同呼吸，共
命运，要加强对话交融，增进相互了解，
共享繁荣亚洲。 要秉持亚洲文明开放包
容的价值观，加强同域外其他文明的交
流互鉴，共建和谐世界。
外方领导人表示，古老的中华文明
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习近平主席
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是当代中国为世界
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各国要把握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机
遇，构筑民心相通，促进和平、友谊、合
作，共圆美好梦想。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蔡奇、王
毅、何立峰等出席。
黄坤明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前，习近平在迎宾厅同外方
领导人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随后，中外
领导人共同参观文物展，观赏了来自中
国、斯里兰卡、新加坡、希腊、柬埔寨、亚
美尼亚的精品文物，并同出席开幕式的
重要嘉宾代表合影留念。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题是 “亚洲
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举办开幕
式、平行分论坛、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
文明周四大板块共 110 余场文明交流活
动。 约 1200 名中外嘉宾出席开幕式。

人身自由的， 每日赔偿金按照国
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
国家统计局 2019 年 5 月 14 日公
布，2018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
就 业 人 员 年 平 均 工 资 为 82461
元。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
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5 月 15 日起审理国家赔
偿案件时按照上述标准执行；各级
人民检察院 5 月 15 日起执行该日
赔偿标准。

濉溪县奋力打造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新样板
上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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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4 日，濉溪县举行的“传承·2019 清
明祭英烈”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人民网、 新华网等媒体进行报道，
并在“学习强国”平台推介。
截至目前，濉溪县已建成中心、
所、 站等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643
个， 覆盖 11 个镇、2 个园区、213 个
行政村、22 个社区。 通过扎实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濉溪县选树
了一批文明实践典型， 巩固了一批

文明实践示范阵地， 推出了一批符
合群众需求的志愿服务项目， 培育
了一批热心公益事业的志愿服务队
伍，完善了一批文明实践工作机制。
下一步，濉溪县将围绕群众需
求，整合各种资源，壮大实践队伍，
丰富活动载体，建立健全“开门询
单、中心制单、群众点单、志愿接
单、社会评单”为核心的工作机制，
全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做
深做细做实。

公 告
梁汉卿、闫瑶瑶、李纪响、颜
书常、许新芳等同志，因你们未办
理任何请假手续长期旷工， 根据
有关规定， 矿决定与你们解除劳
动关系。 请你们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30 日内到矿办理相关手续
（包括离岗职业健康体检）。 逾期
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送达。

新光集团淮北刘东煤矿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4日

车辆拍卖公告
受安徽淮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 9：00 在中拍协网络拍卖平台公开拍卖帕萨特 3 台、别克昂科
雷 1 台，每台竞拍保证金壹万元。
：即日起至拍卖日前，标的所在地。
：请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 11 时前持：1.有效身份
证件或法人证照原件及复印件；2. 每标的对应竞拍保证金及报名
资料费 200 元办理竞买手续。 3.标的过户涉及、产生的一切税、费
等均由买受人承担。
淮海公司电话：0561-3122229
拍卖公司电话：18156110733、0561-3885111
公司地址：市相山北路 56 号（原市物价局）三楼

一、标的展示
二、竞买登记

淮北市金瑞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5月 16日
我公司近期拍卖：1.烟草公司金杯厢货、庆铃厢货、帕拉丁等
25台车辆。2.淮矿救护大队六层办公楼租赁权。

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网络拍卖公告
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 10 时至 2019
年 6 月 19 日 10 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拍卖。
淮北市杜集区滨湖新城（雍景苑）54 幢 2605 室住
宅。建筑面积：93.03㎡；总层数/所在层：29/26。竞买保证金：5.8 万元，
起拍价：58 万元
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sf.taobao.com
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始前
有意竞买者登陆 sf.taobao.com/0560/04，报名竞
标并缴纳保证金。
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
购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权利，本公
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告，竞买须知。 其他事项详
见拍卖须知。 咨询电话：18905612219

一、拍卖标的：

二、拍卖地点：
三、报名时间：
四、竞买手续：
五、其他事项：

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14日

声

明

孙成良 01254204 号购温哥华城锦绣府邸 118—501 号房的 遗失，金额 3396 元，声明作废。
购房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皖 FB7F77 车交强险标志遗失，声明作废。
濉溪县周建设建筑安装工程队 340621600405462 号营业执
曾若溪 P340159687 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吴雪 11710000287 号淮北师范大学学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祝 庆 辉 （340621197608129078）HBMD201805077、HB－
淮北市相山区真善美美容美发中心 340603600046723 号营
MD201805071 号淮北恒大名都 34＃108、107 商辅装修押金收据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合计金额 8040 元，声明作废。
袁子超 340603001403723 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李丁 0245728 号淮北恒大名都商 18—112 租凭保证金收据
付哲宇 M340482962 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