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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4 日电(记者王希、申铖、许晟)面对全球
经济增长动力减弱，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复杂局面，中国
应该怎样妥善应对？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14 日举行的“重
塑国际经济金融新格局”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表示，关键是要
保持战略定力，不因一时、一事打乱节奏，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
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将挑战变为发展机遇。

“应对挑战，关键的关键就是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推
进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研究员高凌云说，具体来看，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并推进减税降费，推动技术创新和市场多元化。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胡志浩说，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稳妥有序推进资
本项目开放，金融市场双向投资活动更加频繁，吸收权益类、债

券类投资不断增长，对外股权投资、债券投资规模不断攀升。
他表示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总体上处于均衡状态，建议

深化相关制度改革，加快培育市场主体汇率风险管理的意识
和能力。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管涛表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中国坚守不竞争性贬值的承诺，比其他主要经济体做得都
要多。

他引用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数据说，从 2009 年初到今年 6
月份，人民币、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
别升值 17 .1%、10 .7%、-12 .2%、-26 .8% 和 1 .7%，说明考虑通
胀因素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幅远高于其他国际主要货币。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正在深刻变化，我们要在变化中
求生存、求发展，关键还是完善自己、做好自己的事。”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说，办

好自己的事，就是要针对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提
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将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和具体部
署落到实处。

在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统分析
研究室主任娄峰看来，过去一年多的实践已经证明，升级经贸
摩擦不能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阻碍不了我们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步伐。

他建议，一方面在经济结构、运行机制、科技研发等方面
进行更为深刻的改变，加强自主创新，激发和调动全社会包括
企业、科研机构科技研发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
不断通过改革破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创造更加
包容、公平的市场经济体制。

娄峰表示，我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掌握了核心技
术，才能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专家学者谈将外部挑战变为发展机遇
（上接 1 版）既要“吃得饱”，又要“吃得好”。在

黑龙江省东禾农业有机水稻基地，绿色稻浪中有一排排白
色的“小灯笼”。基地负责人杨晓萍说，“有了这些杀虫
灯，就不用打灭虫药了。”

2015 年以来，黑龙江开展减化肥、减农药、减除草
剂“三减”行动，让这片黑土地真正“绿”起来。黑龙江
绿色食品国家抽检合格率多年稳定在 99% 以上，确保了
“舌尖上的安全”。

念好“谷物经”，唱好“林草戏”，打好“果蔬
牌”。作为我国重要的畜牧大省，黑龙江肉蛋奶让全国
“菜篮子”更加丰盈。

“北大荒”成了“北大仓”，“大粮仓”成了“大厨
房”。

近年，黑龙江逐步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开始休耕轮作
试点，生态环境逐步向好，黑土肥力增加，推动农业可持
续发展，确保“吃得更长久”。

虎林市金健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文胜今
年把 196 亩水田休耕。“休耕国家有补贴，还能养地、涵
养地下水。”李文胜说，土壤有机质等养分都能提高。

此外，截至去年底，黑龙江全省旱田耕层平均提高到
23 . 1 厘米，比 2007 年提高 6 厘米。

从“镐锄镰犁”到争当农业现代化排头兵

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东方红拖拉机，到卫星定位的
大马力农机，在北大荒农机博览园， 150 余台不同年
代的农业机械，见证了黑龙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
程。

1955 年，当时风华正茂的天津青年杜俊起踏上开往
北大荒的列车。“夏天沼泽遍布，蚊虫成群，冬天凛冽的
寒风不停地刮，狼群出没。”杜俊起回忆说。

“那时农业机械少，用的多是马拉犁，收割多用小镰
刀。”杜俊起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黑龙江不断完善现代农业生产体
系，向机械化、规模化、科技化要产能，争当全国农业现
代化建设排头兵。

如今，黑龙江农业生产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基
本实现，包括智能化育秧车间、自动精量播种、飞机航化
“无人”作业、自带导航系统的大型农机……黑龙江省耕
地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也走在全国前列。

2012 年，孙吴县沿江乡哈达彦村村民王跃龙等人组
建了哈屯现代玉米农机专业合作社，如今入社成员 214
户，规模经营土地达到 4 . 6 万亩。
像哈屯现代玉米农机专业合作社这样的各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在黑龙江已突破 20 万个，全省 200 亩以上的
土地规模经营超过 1 亿亩。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推动粮食增产的重要力量。
黑龙江省家庭农场、种粮大户通过规模经营拉动粮食增产
8% 左右，农机合作社拉动粮食增产 15% 左右。

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农产品加速提质增效。北安市
杨家乡新荣农机合作社去年大豆亩产 400 斤，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专家培育的高蛋白、高产品种，
再加上科技种田。”合作社理事长邢海军说。

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火红的高粱穗、饱满的
豆荚，格外诱人。园区谷物分析室、光谱分析室等实验室
内，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土壤分析、农产品成分检测等各项
实验工作。

园区党支部书记苑丽介绍，目前园区共完成各级科研
课题 576项，引进各类作物新品种 900 多个，培训种植户
5 万多人次。

目前，黑龙江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 97% ，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30 个百分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7 . 1% ，
高于全国近 9 个百分点。

从“量大链短”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农民、企业、政府的
角色和身份定位都在悄然变化。

过去秋收后，五常市二河乡新庄村农民姚艳芹在家等
着经纪人来收稻，一吨一吨销售。近年来，她把水稻加工
成大米，通过电商一斤一斤卖。姚艳芹实现了一个农民由
原始种植者向现代经营者的转变。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黑土地上越来
越多的“姚艳芹”从单一种植向种、加、销为一体的一二
三产业融合转变。

“以前我们关注的是怎么种好地，现在也开始关注加
工和销售。”佳木斯市同军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秦
同军说，去年就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 10 余次，
全年销售额达 285 . 2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8 . 8 万元。

2016 年是东北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元年。“市场化收
购+补贴”的政策，实现了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重大变
革。在提高农民市场意识的同时，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也
活跃起来。

在齐齐哈尔龙江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
粒粒玉米通过浸泡、破碎、分离等工艺，最后变身成淀
粉、葡萄糖等产品，机器 24 小时运转。

黑龙江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发展粮
食精深加工项目，两年来新增玉米深加工能力 1000 万吨
左右，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玉米“量大链短”的难题。

作为全国最大的大豆主产区，针对大豆种植面积下
滑、加工企业停产等情况，近年来黑龙江省开始转向蛋
白、食品加工等优势领域。

黑河市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盖钧镒率领的专家团队成立
了大豆院士工作站。去年 7 月，黑河市坤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与大豆院士工作站合作，研发了大豆冰淇淋。

大豆“变身”后，身价倍增，成了名副其实的“金
豆”。

“农民为企业提供优质原料，企业通过延长产业链带
动农民增收，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该公司董事
长张德坤说。

政府部门也转变职能，面向市场搭平台，推进“互联
网+农业”。不久前，阿里巴巴聚划算开发的订单农业项
目“聚土地”正式上线，首站落地黑龙江。

与传统的农产品销售相比较，“聚土地”订单农业
模式，让农户通过平台直接面对消费者，减少了中间环
节，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方正、五常、海伦等 8 个
县市(场)10 种农产品上线销售，有效带动了黑龙江农产
品的“提前销售”。仅方正县就有 6000 亩稻田被预
订。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黑龙江省打造了五常、响水、
庆安大米等一批叫得响、信得过、价值高的农产品品牌。
其中靠“五常大米”品牌价值提升拉动，五常市稻农亩均
增收 1000 元左右。

端牢“中国饭碗”、促农增收的同时，黑龙江省推
动现代农业与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林区改革融合发
展，让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银山，加快实施工
业强省、农业强省、科教强省、生态强省、文化强省、
旅游强省的“六个强省”发展战略，推动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

新华社哈尔滨 8 月 14 日电

新华社美国拉斯维加斯 8 月 13 日电(记者潘云召、黄恒)美
国鞋业和服装鞋袜业两协会负责人日前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
的国际鞋展上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拟对包括鞋类在内的多
种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拉斯维加斯国际鞋展于 8 月 11 日至 14 日举行。美国鞋业
批发商与零售商协会主席马特·普里斯特 12 日在出席国际鞋
展中国鞋类品牌推广活动开幕式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
国政府拟于 9 月 1 日开始对包括鞋类在内的多种中国产品加
征关税，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他说，数十年来，美国鞋业商会与中国方面建立了非常重
要的关系，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鞋类供应商，美国市场上超过
70% 的鞋类产品来自中国。美国鞋业批发商与零售商每年为
美国政府贡献 30 亿美元关税，其中约 15 亿美元来自从中国
进口的产品，因此鞋业批发商与零售商都强烈反对政府对华
升级关税措施。

普里斯特说，有数据显示，自从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国商品加
征关税以来，相关商品价格已出现上涨。美国是消费大国，消费
驱动经济增长。如果消费出现衰退，那么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加
税改变贸易伙伴行为的做法，就不是好政策。

参加本次展会的美国服装鞋袜业联合会会长里克·黑尔芬
拜因告诉记者，美国市场上 41% 的服装、72% 的鞋和 84% 的饰
品来自中国，他支持美中两国建立牢固的商业贸易关系。过去数
十年来，美国与中国建立了可靠的供应链，破坏这一关系，对两
国都没有好处。

黑尔芬拜因认为，目前美方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来自美国政
府内部，因为展会上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他们与中国建立了良
好的关系，这种关系给两国带来了好处。

他说，美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来自消费，政府不应该“伤
害”消费者，因为这样做会引起混乱，导致通货膨胀、破坏经济。
价格上升，销售就会下降，进而造成就业岗位流失。

黑尔芬拜因警告说，美方企图通过加征关税来保护的行业
最终会因此受损，加征关税还会给美国经济造成困难，并影响全
球经济。“我们并不是在真空里加征关税。对最大贸易伙伴出手，
我们也会受到伤害。”

拉斯维加斯国际鞋展每年举办两次，本次展会有 20 余家中
国品牌参展。

美两行业协会负责人：坚决反对美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 8 月 12 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顾客在中国鞋类品牌推广活动上交谈。为进一步在国际市场提高中国时尚鞋类品牌
的知名度，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 12 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鞋展期间举办中国鞋类品牌推广活动。拉斯维加斯国际
鞋展每年举办两次，本届展会于 8 月 11 日至 14 日举行。 新华社记者李颖摄

新华社北京 8 月 14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近
日，海外一些华侨华人、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不断发声，强烈
谴责香港极少数暴力违法分子采取的极端暴力行径，表示支
持“一国两制”政策，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止暴制乱，维护
香港社会安全。

加拿大渥太华华人社团联合会近日发起全球华侨华人签
名活动，得到全球 200 多个华侨华人社团支持。他们在声明中
指出，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严重挑战了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
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
则底线，绝对不能容忍，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他们表示，支持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带领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
香港警方严正执法，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前上议院副议长何沈慧霞表示，
香港一直被称作“东方之珠”，但现在动荡不安的局面已经影
响到香港的繁荣，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恢复社会秩序。香港警
察有权维护法律和秩序，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并且香港警察
已经表现得相当有耐心。

澳大利亚全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同盟执行会长、悉尼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然 13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强
烈谴责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以“反修例”为幌子进行的激进活动。
他表示，坚决反对一切“乱港分裂行为”，坚定拥护“一国两制”
政策，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依规取缔有关“港独”组织，严惩
暴力行为，维护香港法治，维护香港社会稳定。

《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李天荣认为，当前香港持续的混
乱局面明显是由部分反对派抗议者发起、受一些西方政客和
媒体蛊惑煽动造成的。当前这种混乱局面不仅会伤害到香港
当地的经济和旅游业，也将会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繁荣。

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必须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才能制止这
种混乱局面。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穆罕默德·费萨尔日前表示，巴方
理解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及
香港繁荣稳定所采取的措施。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所有国
家都应遵守国际法及其基本准则，避免干涉别国内政。

新加坡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日前接受当地媒体采
访时表示，香港局势涉及不同层面，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
的层面是社会秩序的问题。从政府的角度看，任何政府都必须
采取行动，维持社会秩序。
(参与记者：李保东、陈宇、杨柯、袁梦晨、蔡蜀亚、蒋超、郝亚琳)

新华社北京 8 月 14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针对
香港激进暴力分子实施的暴力犯罪行为，海外专家学者日前
纷纷发声，指出这些行径严重危害香港的繁荣稳定，呼吁尽快
止暴制乱，让香港恢复秩序。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说，抗议者的极端行为
造成机场瘫痪，航班停飞，没有哪个国家能允许这种事情发
生。香港骚乱持续下去是不可接受的，会伤害所有香港人民，
也会伤害香港自身发展的能力。

厄瓜多尔国家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卡塔利娜·巴雷罗认为，
香港的激进抗议行动已经严重危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她支
持中国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主权。她说，中国完全有能力控制
局面，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德国黑森州国际事务司前司长博喜文表示，暴乱仍在持
续，且有增无减。随着事件的发展，人们很快发现，此事并非关
乎某一具体法律草案，而是以在香港制造混乱与动荡为目的。
中国中央政府传达稳定香港当前局势的重要精神正是时候。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伊格纳西奥·马
丁内斯认为，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长时间采取暴力手段抗议
示威，既阻碍本地经济正常运行，影响民众生活，也破坏了香港
的国际形象。香港各界应尽快推动采取合适方式解决问题，避
免局势持续升级。

在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易卜拉欣·阿梅里看来，持续的暴
力行径不但会危害香港居民的生命和财产，也会危及香港的法
治。暴力不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现在最重要的是停止暴力，
结束混乱和恢复秩序。

肯尼亚公共政策学者斯蒂芬·恩代格瓦说，香港局势不断
恶化，严重阻碍了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最大的受害者只会是
香港市民。当务之急是止暴制乱，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责任。

叙利亚政治专家胡萨姆·舒艾卜说，一些外部因素，尤其是
美国，妄图利用香港问题进一步打压中国，在中国一些地区挑
动分裂主义，这种行径令人担忧。如果香港局势继续恶化，不仅
会危害香港今后的繁荣发展，也会给其他地区造成不良影响。

苏丹双尼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哈桑·绍里说，在香港出现的违
法暴力行径已经严重超出文明法治社会的底线。种种迹象表明，
有幕后黑手在暗中操纵。绍里表示，他非常支持中国中央政府及
香港特区政府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以使香
港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印度孟买观察家基金会前任主席库尔卡尼表示，香港的未
来必须依靠稳定的政治环境，使用暴力只会破坏社会稳定。他
希望那些受外部势力蛊惑的香港年轻人尽快清醒，香港乱局尽
快平息，为香港的明天保留希望。

(参与记者：长远、杨士龙、张墨成、郝云甫、吴昊、张淼、
任珂、张远、郑一晗、杨臻、马意翀、赵旭)

海外人士谴责香港极少数违法分子暴力行径
支持特区政府和警方止暴制乱 呼吁尽快让香港恢复秩序

新华社北京 8 月 14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国驻
日内瓦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和驻欧盟使团发言人 13 日表示，联合
国人权高专办新闻发言人和欧盟对外行动署近日就涉港问题发
表错误言论，干涉中国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
满、坚决反对。

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表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新闻发言人罔顾事实，就涉港问题发表错误言论，干涉中国香港
事务和中国内政，向暴力违法分子发出错误信号。

发言人说，近期在香港发生的示威游行活动演化为极端暴
力行为，一些激进分子蓄意制造暴力事件，完全超出和平游行示
威的范畴。这些暴力行为粗暴践踏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
胁香港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挑战香港繁荣稳定，严重触碰
“一国两制”底线。对如此严重的暴力违法行为，任何一个负责任

的政府都不会容忍，都会依法坚决打击。
发言人说，香港警队是维护香港社会治安和法治的中坚

力量。两个多月来，香港警务人员恪尽职守、依法履职，在止暴
制乱一线表现得专业、克制，做出的重要贡献有目共睹，赢得
了包括广大香港市民在内的所有热爱和平安定的人的普遍赞
誉和崇高敬意。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
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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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人指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国家、组
织或个人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我们敦促人权高专办恪守《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公正客观行事，立即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
国内政，立即停止对香港特区政府和警队依法捍卫法治和秩

序的正义之举指手画脚，纠正变相纵容和支持暴力违法犯罪
的错误做法。

13 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表涉港声明，呼吁各方保持克
制、反对任何形式暴力并开展各方参与的政治对话进程。中国
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就此表示，欧方混淆视听、黑白不分，中方
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发言人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的内
政，我们对欧方不顾中方反对，再次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
手画脚表示强烈不满。香港当前事态已演化为极端暴力，将香
港警方严正依法执法与激进势力的极端暴力违法行为混为一
谈，完全是混淆视听、黑白不分。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止
暴制乱、恢复秩序，这是香港社会各界最迫切的诉求和最广泛
共识。

中国代表：对外国有关机构和官员涉港错误言论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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