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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记者谢希瑶）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 24 日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 5 月
23 日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中方认为，亚太
经济的成功受益于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相关倡

议要为本地区繁荣发展贡献力量，应保持开放包
容，而不是歧视排他；应促进经济合作与团结，而
不是损害和分裂现有机制。中方一直以来对符合
上述标准的地区经济合作倡议均持开放态度。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是在回答有关 5 月 23
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访日期间宣布启动“印太经
济框架”的记者提问时作出的上述回应。
　　这位发言人表示，中方将坚持开放的区域

主义，与亚太地区贸易伙伴同舟共济、命运与
共。中方愿进一步深化与各方的务实合作，推
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本地区经济复苏，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商务部回应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美国炮制的所
谓“印太经济框架”
2 3 日 正 式 出 炉 。

这一意在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框架”，任凭美
方如何包装，都遮掩不了对抗性和排他性的底
色。美国制造分裂对抗的图谋，与地区共赢合
作的大势背道而驰，对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有
百弊而无一利，注定失败。
　　“印太经济框架”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该“框
架”表面上标榜“开放和包容”，却处心积虑地把
亚太地区体量最大、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
中国排除在外。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曾公开宣称，

“印太经济框架”是“独立于中国的安排”。由此
可见，“印太经济框架”体现的哪里是“开放和包
容”，恰恰是“封闭和排他”，其本质是美国主导的

“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带有浓重的对抗色彩。韩
国东亚研究所所长禹守根认为，美国声称“印太

经济框架”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但在实际操作
中却排除特定国家，暴露出美国的虚伪。
　　美国在亚太地区制造分裂的图谋对地区合
作成果和未来发展前景构成严重威胁。亚洲是
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接受度高、成就十分突出的
地区，各方践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确立了亚太
自由贸易区目标，启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搭建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平
台，有力促进了地区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
化。美国却为一己之私，肆意妄为。先是退出
自己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大搞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如今又无视地区已有的贸易
机制和安排，执意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连“亚
太”这一常用词，都被美方强行改成“印太”，以
塑造有利于美方战略利益的认知。由此可见，

“印太经济框架”的骨子里包含着“美国至上”的
基因，种种设计安排必然优先考虑美国利益。

美国主导搭建这一平台的根本意图是以此为抓
手，拉拢胁迫地区内国家选边站队，又怎么可能
促进地区繁荣和共同发展？
　　美国妄图孤立中国，注定落得失败下场。
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是本地区绝大
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同地区各国的利益
早已深度融合。2021 年，中国和东盟互为第一
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高达 8782 亿美元。
近年来，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与包
括本地区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
红利。对于中国的巨大贡献和重要作用，亚太
国家有目共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亚洲
各国都希望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扩大贸
易和经济合作机会持开放态度。美国拼命煽
动亚太地区国家排挤中国，损人利己的行径完
全不得人心。美国日前借美国—东盟领导人
会议之机兜售“印太经济框架”，就遭到各方冷

眼相待。东京大学教授丸川知雄指出，若“印
太经济框架”是为了限制与中国的贸易，则不
会给其成员带来任何经济利益。美国智库战
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副总
裁迈克尔·格林说，“印太经济框架”难以令亚
太地区信服。
　　亚太是合作发展的热土，不是地缘政治的
棋局。亚太成功的密码是合作共赢，不是零和
对抗。中国始终是亚太区域合作的倡导者、推
动者和维护者。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秉持开放
合作、互利共赢的宗旨，抵制冷战思维的“小圈
子”，共筑亚太合作的大舞台。中国将继续和地
区内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道路必将越走
越宽广。任何企图妨害亚太迈向共同发展和繁
荣的阴谋，注定不会得逞。谁若试图拿一个什
么框架来孤立中国，最终被孤立的只会是自己。

（记者冮冶、郑汉根）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

在亚太地区制造分裂对抗的图谋注定失败

　　（上接 1 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河北省把产业振兴作为重中之
重，以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为方向，集中
力量打造 15 个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和一
批农业特色高端精品，加快推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去年以来，布局创建
5 0 个 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新建成
2300 多个美丽乡村。

“未来之城”显雏形

　　初夏时节，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塔
吊林立，热火朝天。一座承载着千年大
计、国家大事的“未来之城”，拔节生长。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总书记
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为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领航指路、把脉定向。
　　 2017 年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
专程到河北省安新县实地察看规划新
区核心区概貌。“雄安新区将是我们留
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必须坚持‘世
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
位’理念，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
创新发展示范区。”在安新县召开座谈
会时，习近平总书记的郑重宣告为建设
雄安新区擘画蓝图。
　　 2019 年 1 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五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到访，
并强调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
质量发展要求，努力创造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的标杆。
　　 5 年多来，从完成顶层设计到展开
大规模实质性建设，雄安新区从“一张白
纸”着墨，稳扎稳打，目前已进入承接北
京非首都功能和建设同步推进的重要阶
段。新区累计完成投资 3700 多亿元，路
网、水系等城市建设“四大体系”基本成
型，城市框架全面拉开。
　　中国星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首
批 3 家央企完成总部选址；首批启动向
雄安新区疏解的 4 所在京部委所属高
校、2 家医院已基本确定项目选址，各项
疏解工作稳妥有序推进；北京支持雄安
新区建设医院项目、校区项目等重点项
目建设进入“快车道”……
　　“建设雄安新区是一项历史性工程，
一定要保持历史耐心，有‘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境界。”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
嘱托，寓意深远。
　　如今，“千年秀林”草木葳蕤，白洋淀
碧波万顷，工程车辆穿梭繁忙，启动区城
市雏形加快显现，起步区基础设施建设
正酣……一座“妙不可言、心向往之”的

“未来之城”正日新月异。

“赶考”永远在路上

　　西柏坡，“两个务必”发源地和“进京
赶考”出发地，中国革命圣地之一。
　　 2013 年 7 月 11 日下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
参观，并在著名的九月会议旧址召开了
县 乡 村 干 部 、老 党 员 和 群 众 代 表 座
谈会。
　　“大家围着长条桌，坐在板凳上，我
就坐在总书记的对面。”平山县西柏坡镇
梁家沟村 62 岁的老党员陈锁平回忆，
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对“两个务必”的
深邃思考令他印象深刻。
　　“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
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
束。”习近平总书记目光深邃、语气严肃，
再次以“赶考”告诫党员干部。
　　在新的“赶考”路上，平山把最好的
干部派到扶贫一线，奋力摘下贫困县帽
子，完成了“对革命先辈最好的告慰”。老
党员发挥余热讲奉献，年轻党员赓续红
色血脉挑大梁，干群团结跟党走，成为老
区最昂扬的精气神。
　　完成去产能“军令状”，啃下治雾霾

“硬骨头”，过结构调整的坎，爬转型升级
的 坡 ，推 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迈 向 高 质
量……这更是新“赶考”路上，河北省的

“必答题”。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河
北省大力改进干部作风，解放思想，真
抓实干：钢铁产能由峰值时 3.2 亿吨压
减到 2 亿吨以内，12 个省级主导产业
和 107 个县域特色产业培育壮大；铁
腕治污，全省 PM2.5 平均浓度持续下
降，蓝天白云天气越来越多；纵深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落地实施，
打造后冬奥经济，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建设提速；滚动实施民生工程，还上

“欠账”、补上“短板”，群众获得感不断
增强……
　　“‘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
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
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
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
卷。”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字字千钧，意味
深长。
　　“赶考，永远在路上。”平山县委书记
张前锋说，作为“进京赶考”出发地的党
员干部，我们将永远牢记“两个务必”，始
终保持“赶考”姿态，苦干实干，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新华社石家庄 5 月 24 日电

　　新华社北京
5 月 2 4 日 电

（记者刘云非、吴
夏、汤沛沛）受新冠疫情和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冲
击全球经济等因素影响，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多
重挑战和考验。然而，在此背景下，特斯拉上海
工厂即将扩产，未来有望成为特斯拉全球最大
汽车出口枢纽；对进入中国市场 40 年的国际
金融机构野村控股而言，作为重要战略市场的
中国市场远景布局已在谋划中。
　　投资中国热度未减，外资给中国经济投下

“信任票”。国际机构和观察人士认为，探究中
国经济应看“时”与“势”，虽然短期来看，中国经
济受内外因素影响承压，但不会因这一阶段性
和暂时影响而“失速”，增长引擎更不会“熄火”；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未变，中国
经济向好之势未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从外部看，世界经济遭

遇“逆风”，发达经济体正苦于通胀之忧，而其货
币政策急转弯又给全球经济金融带来负面溢出
影响，部分发展中经济体陷入滞胀困局。外部
因素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不久大幅下调今年世
界经济增长预期，认为正从疫情中恢复的世界
经济遭受俄乌冲突的巨大冲击，通胀加速上升、
金融环境收紧、债务水平高企和供应链中断等

“乌云”压顶。
　　有海外媒体注意到，中国决策层因时而动，财
政货币端协同发力。组合式税费支持、稳岗资金
直达企业、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涵养市场主体
之策兼顾稳增长和保民生，给市场注入信心。
　　海外观察家表示，一系列措施可谓“及时
雨”，市场信心在增强，积极正面效应开始显现。
韩国东亚研究所所长禹守根认为，统筹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增长，再加上更多经济提振政策，中
国经济将很快提速、也将更具活力。
　　专家指出，中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强，加之充

足的政策工具，有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波士顿
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何大勇认
为，得益于金融体系完善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和市
场主体金融安全意识增强，中国金融财政稳健。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看，中国经济的
深刻变革仍将持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经
济提质增效，内生动力更具可持续性，对中国的
经贸伙伴而言将是福音。在一些国际商界人士
看来，实现这一变革的就是“中国增长奇迹的内
在逻辑”——— 改革开放的恒心。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稳中向好、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无论面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还是新冠疫情，中国负责任的
态度没有改变，中国不断向外界释放扩大开放
的信息，外界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不会改变。”波
士顿咨询公司中国区主席廖天舒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2019 年野村控股在中国的合资证券公司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成立，成为首批新设外资控股

券商之一。“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为中国金融业开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为金融业高水
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野村控股执行董
事、中国委员会主席饭山俊康告诉新华社记者。
　　“中国资本市场已是全球第二大资本市
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正不断完善和持续对外
开放，为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的更大发展
提供了更多新机遇。”饭山俊康对野村中国业
务发展信心满满。
　　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中国德国商会、
中国美国商会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71% 的德
资企业、超六成的美资企业计划增加在华投
资。今年第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引进外资
同比增长超过 50%，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吸收外
资增长近 60%。
　　行稳致远，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交
融，中国与世界经济伙伴携手同行。
     （参与记者：刘春燕、蔡蜀亚、陆睿）

中国经济的“稳”与“进”惠及世界

  ▲ 5 月 23 日，中缅新通道（重庆—临沧—缅甸）国际铁路班列从重庆果园港鱼嘴车站驶出，标志着
中缅新通道（重庆—临沧—缅甸）正式开通。             新华社记者唐奕摄中缅新通道正式开通

　　新华社瑞士达沃斯 5 月 23
日电（记者康逸）出席世界经济论
坛年会的多位政要、经济学家 23
日警告，受地缘政治和疫情等因
素影响，2022 年全球经济活动
将减少，通货膨胀上升，实际工资
下降，粮食不安全状况加剧。世
界经济面临衰退风险，特别是欧
洲地区经济表现将更为疲弱。
　　世界经济论坛当天发布最新
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世界经
济论坛常务董事萨迪亚·扎希迪
说，疫情和冲突将对世界经济造
成深远影响，可能使过去多年的
成果化为乌有。必须认识到全球
合作的必要性，本次年会将为这
种合作提供一个起点。
　　俄乌冲突、变异新冠病毒奥
密克戎毒株以及相关供应冲击正
在影响通胀预期。接受论坛访问
的大多数首席经济学家预计，
2022 年除东亚地区以外的大部
分市场都将出现高通胀，其中
96% 的人预计美国将出现高通
胀或非常高的通胀，92% 的人认
为欧洲会出现这种现象。
　　同时，三分之二的受访经济
学家预计，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实
际工资不久将下降；预计低收入
经济体整体平均实际工资下降的
受访者比例达到 90%。
　　这些经济学家还预计，未来
三年非洲和中东的粮食问题将最
为严重。叠加能源价格高企的额
外压力，世界可能面临近代史上
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德国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

在论坛上表示，当前世界面临通胀、能源、粮
食、气候变化四个相互交织的危机。如果只
关注其中一个危机，就无法解决问题。“但如
果这些问题都没得到解决，我真的担心我们
会陷入全球经济衰退，对全球稳定产生巨大
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指
出，近段时间，全球经济前景更加“黯淡”，经
济衰退并非不可能。她说，展望未来，一些国
家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多数为经济疲软、尚
未从疫情中恢复或非常依赖俄罗斯石油的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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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新华社联合国 5 月 23 日电（记者尚绪谦）

联合国大会 23 日通过决议，呼吁国际社会采
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紧急支援受粮食安全危机
冲击的国家，并推动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建
立一个平等的多边贸易体系。
　　决议呼吁包括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在内
的国际社会将全球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并支

持多边努力，为这场危机找到负担得起的解决
方案。决议吁请联合国会员国和其他相关利益
攸关方维持粮食和农业供应链的运行，向农民
提供技术手段和援助，以使他们能够可持续地
进行作物和牲畜生产。
　　决议强调保持贸易渠道和市场开放以及消
除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的必要性，强调必须抑

制燃料价格以维持粮价稳定，呼吁各国不要囤
积能源产品。
　　决议还吁请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债务减免、
优惠融资和赠款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粮
食安全危机，要求会员国响应联合国人道主义
紧急呼吁，向面临武装冲突、干旱、饥荒的国家
提供紧急援助和资金。

联大通过决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支援缺粮国家

　　新华社达沃斯 5 月 23 日电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23 日援引美政客言论称，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方式在 2022 年世界经济

论坛年会一场会议上发表演讲，演讲结束时全场起
立鼓掌，但中国代表团未起立鼓掌并离场。对此，
中国代表团严正声明，该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

　　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中国代表团对新
华社表示，泽连斯基演讲时，中国代表团正在与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会谈。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中国代表团遭 CNN 不实报道中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