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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游联盟成立仪式12
日在成都举行，来自全球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同见证了
这个由中国发起的全球性、综合
性、非政府、非营利的国际旅游组
织的诞生

我国首次管道天然气竞价
交易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试点

第71届联合国大会11日
通过决议，首次纳入共商共建共
享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

第 72届联大主席米罗斯
拉夫·莱恰克宣誓就任

印度8月份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3.36%，涨幅为5
个月来最高

国际奥委会认为洛杉矶符
合举办2028年奥运会要求

俄罗斯地方选举结果 11
日揭晓，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
俄党）提名的候选人在10日的选
举中获得大胜

（均据新华社）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
界经济“急刹车”，至今尚未走出亚健康和
弱增长的调整期。

与此同时，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持续
稳中向好的同时，也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
器和发动机，为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
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贡献了中国
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
贡献卓越 发展启示

1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斐然：经
济总量增长 23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
73%，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亿多中
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
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
上。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说，中国
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各国都
对中国满怀期待。

成绩来之不易。随着中国改革进入
攻坚期和深水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
题凸显出来。对此，中国采用了全面深化
改革这剂良方，5年来采取了 1500多项改
革举措，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不
断加快，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不断巩固，经

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不断积聚。
成绩背后，是中国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些发展理念引
领的，必将是中国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
也将为世界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 6.9%。8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7%，比上月上升 0.3个百分点。路透社
认为，该指数表现抢眼，显示中国制造业
继续保持强劲势头，中国需求上升有力支
撑了全球经济增长复苏。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载文说，对
“美国制造”而言，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市
场。2006年至2016年间，美国对华货物出
口额增长了114%，对华服务业出口额更是
增长了逾340%。

不仅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就连太平洋
岛国，都与中国经济密切相关。世界银行
日前发布报告说，搭上中国旅游发展“顺
风车”，是太平洋岛国未来 20 多年经济平
稳增长的最重要途径。

一个善于将先进理念转化为实际行
动的中国，一个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有信心、
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在继续实
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
机遇。

中国方案：
标本兼治 综合施策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在为世界各国改革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中国思路”的同时，中国为世界经济和全
球治理提供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建
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近年来，世界经济处于疲弱期，发展失
衡、治理困境、公平赤字等问题显得更加突
出，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有所上升。世界
经济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调整期，面
临新的挑战。对此，中国领导人提出四个
建设目标——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
增长源泉；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
空间；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
力；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
者，必塞其起弊之原。”这四个建设目标，
既直面现实挑战，又富有前瞻性，从源与
流、路径和方向等方面，回应了促进世界
经济增长的中心任务，提供了治标更治本
的长远之策。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各国实
现合作共赢搭建起新的平台，为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造新的机遇。今年5

月，中国成功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阶段。

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开业一年半以来，亚投行成员从最初
的 57 个增至 80 个，共计批准 16 个基础设
施投资项目，总投资额将近25亿美元。

中国发起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9月初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顺利开
启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金砖＋”
合作模式发出深化南南合作和全球发展
合作的强烈信号。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发表题为
《西方企业正在从中国“一带一路”沿线获
利》的文章，文中列举的企业包括美国通用
电气公司、全球工程巨头卡特彼勒公司、工
业气体和化学品制造商林德公司和巴斯夫
公司、马士基航运集团等。法国能源企业
施耐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帕斯
卡尔·特里夸尔直言，对该公司来说，“一带
一路”是本世纪初期最重要的计划之一。

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
芬·奥林斯说，从“一带一路”到“金砖＋”
等一系列倡议和理念，都是近年来中国为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所做的努力，这恰如其
分地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
者”的作用。（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同时，也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和发动机——

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助推世界经济复苏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记者朱基
钗）12 日，被称为“中国最年轻大学”的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揭牌成立，迎来首批
392名全日制本科新生。

当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成立
大会暨 2017 级新生开学典礼在位于北京
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的校址举行。第一届
中国社科大本科新生共有 392 名，分别在
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学院、经济学院、国
际关系学院4个学院的7个专业就读。

中国社科大隶属于中国社科院，以中
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为基础，整合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本科教育及部分研究生教育资源
而组建。学校于2016年开始着手创办，于
今年 5 月 10 日正式获教育部批准成立。
2017 年秋季开始招收首批本科生。据校
方介绍，今年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在各招生
省市均名列前茅。

中国社科大将采取一些特色培养方
式，包括“师徒制”指导模式，设立本科生学
业导师，每位导师指导2-5名学生；在某些
基础学科和重点学科开展“本-硕-博”一
体化培养；开展国际联合培养，让学生赴海
外继续攻读学位；教学与科研结合，鼓励本
科生参与学校和导师的科研活动等。

中国社科大
迎来首批392名新生

新华社合肥9月12日电（记
者徐海涛）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教授及其
同事苑震生、陈宇翱等人近期在
国际上首次通过量子调控的方
法，在超冷原子体系中发现了拓
扑量子物态中的准粒子——任意
子，并证实了任意子的分数统计
特性，向着实现拓扑量子计算迈
出了重要一步。国际权威学术期
刊《自然·物理学》日前发表了该
成果。

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通
常根据其携带的自旋分为两类：
自旋为整数的玻色子（如光子）和
自旋为半整数的费米子（如电
子）。但 1977 年两位挪威科学家
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新理论：在
二维空间中存在某种粒子，其行
为服从介于玻色统计和费米统计
之间的新的分数统计。由这类奇
异粒子构成的物理系统，其波函
数在两粒子坐标交换的情况下不
体现对称或反对称性，而是获得
一个任意的相位因子。美国物理
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维尔
泽克将该类准粒子命名为“任意
子”。

任意子的理论被提出后不
久，物理学家就在实验中捕捉到

了它的踪迹。但如何直接实验观
测任意子交换时产生的拓扑相
位，进而验证其分数统计特性，一
直是一个巨大的实验挑战。有学
者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拓
扑材料保护量子比特、并操控材
料中的任意子进行量子计算。理
论研究表明，拓扑量子计算可以
达到很高的容错能力，激发了科
学家们研制量子计算机的热情。

十多年前，潘建伟研究团队
就开始了对拓扑量子计算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近期，他
们创造性地搭建了新的实验系统
并开发了独特的量子调控技术，
研发了自旋依赖的超晶格系统来
囚禁和操控超冷原子，成功操控
光晶格中约 800 个超冷原子同时
产生了约 200 个四原子自旋纠缠
态。他们首次观测到了四体环交
换相互作用，并通过微波反转原
子自旋的方法，实现了任意子之
间的编织交换过程，首次在光晶
格体系中直接观测到了任意子交
换产生的分数拓扑相位。

据介绍，该研究成果的实现，
为进一步研究任意子的拓扑性质
提供了新的实验平台和手段，将
推动拓扑量子计算和晶格规范场
量子模拟领域的研究进展。

我国首次在超冷原子
体系中观测到任意子激发

新华社联合国 9月 11 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 11 日通过决议，决
定对朝鲜实施新制裁，决议同时
重申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
与稳定，呼吁以外交和政治方式
和平解决问题。

制裁内容包括减少对朝石油

供应，禁止朝鲜纺织品出口及禁止
朝鲜海外务工人员向国内汇款
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
敦促朝方正视国际社会要求朝方
停止核导开发的愿望和意志，切实
遵守和执行安理会决议，不再进行
核导试验，切实回到无核化轨道。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针对朝鲜的严厉制裁决议

这是9月12日在楚科奇海与东西伯
利亚海交界处的德朗海峡西口拍摄的与

“天健”轮相遇的“天乐”轮。
北 京 时 间 9 月 12 日 10 时 50 分 ，

“天健”轮与“天乐”轮在楚科奇海与东
西伯利亚海交界处的德朗海峡西口相
遇。

两艘“天”字号货轮为“姊妹轮”，均
为中远海运集团的 3.6 万吨多用途船
舶。“天健”轮载着风电设备和地铁盾构

机等货物 8月 31日从连云港出发，取道
被称为“冰上丝绸之路”的北极东北航
道，前往丹麦和俄罗斯的港口。“天乐”轮
装载农产品和游艇等货物 9月 2日从挪
威出发，经东北航道前往日本钏路等港
口。

北极航道是穿越北冰洋、连接北太
平洋和北大西洋的最短航路，包括东北
航道、西北航道和中央航道。北极航道
有着航程短、用时少、节省燃油、没有海

盗等优点，但存在气候环境恶劣、航行窗
口期短、救援不易等缺点。受海冰和气
候等因素影响，目前仅经过俄罗斯北边
等北冰洋水域的东北航道为国际商业航
运所利用。

中国“天健”轮11日进入白令海峡，
正式踏上北极东北航道，前往此行欧洲
的第一个卸货港口——丹麦埃斯比约
港。

新华社发

中国货轮“相会”北极

9 月 11 日，在美国纽约的“9·11”遗址
纪念广场，人们在镶嵌遇难者姓名铜牌的
纪念池旁悼念逝者。

当天是“9·11”事件16周年纪念日，人
们来到纽约“9·11”遗址纪念广场，向死难
者致以哀悼，对牺牲的救援人员表达敬意。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缅怀逝者

据新华社伦敦9月12日电 （记者桂
涛）英国议会下院12日投票通过一份名为

《大废除法案》的“脱欧”关键议案，旨在将
现有欧盟法律转换为英国国内法，为英国

“脱欧”后的法律承接做准备。
经过两天的辩论后，英国议会下院以

326票支持、29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议
案。按议会立法程序，该议案将进入委员
会审查阶段，其内容仍有可能通过修正案
进行修改。

《大废除法案》将废除英国议会在
1972年制定的《欧洲共同体法案》，后者确
立了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法律在英国
的直接或间接适用、当两者法律冲突时欧
盟法优先等原则。

当地舆论称，《大废除法案》是“英国历
史上意义最重大的法案之一”，对英国最终
脱离欧盟、收回议会立法主权十分重要。

《大废除法案》需由英国议会两院批准后才
能成为法律。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对《大废除法案》
在议会下院获得通过表示欢迎，认为它为
英国“脱欧”提供了确定性。

英国“脱欧”关键议案
获议会下院通过

全球一些发达国家已宣布了传统能
源车停产停售时间表，中国日前也宣布
已启动传统能源车停产停售时间表研
究，引起全球汽车业界震动。有关传统
能源车是否将要成为历史的讨论越来越
热烈。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 9 日表
示，全球汽车产业正加速向智能化、电动
化方向转变，为抢占新一轮制高点，把握
产业发展趋势和机遇，中国已启动传统
能源车停产停售时间表研究。这一表态
引发各国媒体和汽车业界的广泛关注，
毕竟中国汽车行业年销量已突破 2800
万辆，连续八年位居世界第一。法新社
11日报道说，如果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
汽车市场拒绝燃油车，可能会永久性改
变整个汽车产业。

多国给传统燃油车判“死刑”

事实上，法国和英国已然给传统燃
油车判了“死刑”。今年 7 月初，法国生
态转型与团结部长尼古拉·于洛宣布，法
国将在2040年前彻底禁售燃油车，同时
将通过经济手段激励法国民众使用新能
源车辆。英国政府 7 月底也宣布，将从
2040年起全面禁售汽油和柴油汽车，届
时市场上将只允许电动汽车等环保车辆
销售。此外，荷兰、挪威等国也宣布了全
面禁止汽油车和柴油车生产与销售的时
间表。

为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并
在清洁能源技术上保持领先，各国纷纷
将目标瞄准新能源汽车。汽车制造大国
德国在电动汽车发展领域有着明确的目
标，即在 2020 年成为国际领先供应商、
国际市场领头羊，并实现 100 万辆电动
汽车上路。为此，德国联邦政府通过推
出《电动汽车法》、发放电动汽车购车补
贴、扩建充电基础设施等方式促进电动
汽车普及。

尽管传统汽车业界巨头并不愿放弃
已有的赚钱机器，但面对新兴的技术与
市场，谁也不甘放弃引领地位，变为他人
的追随者。无论是德国戴姆勒、宝马、大
众，法国的标致雪铁龙还是日本的丰田、
日产，均先后宣布了它们的电动汽车计
划。

德国宝马决定，2019年起在英国生
产纯电动Mini汽车；标致雪铁龙计划在
2016 至 2021 年间推出 7 款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和 4 款纯电动汽车；日本丰田
也计划到 2020 年建立并完善其纯电动
汽车批量生产体系，并计划于2050年停
止推出汽油车和柴油车，转为大力发展
混合动力、纯电动以及燃料电池汽车。

电动车超过传统车是大
势所趋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技
术部部长杨宇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

于新能源汽车研发，全球不同地区有着
各自的优势：在电池方面，东亚地区国家
技术领先；电机方面，欧洲国家有一定优
势；电控方面，美国则走在前面。

杨宇威说，欧洲虽然采取系列措施
推广新能源汽车，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
预期产量和保有量。相比之下，新能源
汽车推广较好的是中国和美国，而美国
销量较高主要与特斯拉等“明星企业”的
带动作用有关。

杨宇威介绍，如今很多新能源汽车
企业推出了 300 公里续航里程的车型，
北汽今年推出了400公里续航里程的车
型，后续可能推出 500 公里的车型。在
他看来，一旦超过500公里，续航里程将
不再成为电动车推广的主要制约因素，
出于成本和需求考虑，汽车厂家也不会
过分追求里程。

杨宇威说，除电池技术外，电机、电
控、智能化、网联化以及轻量化将是电动
汽车技术突破的难点所在。同时，若想
普及电动汽车，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
也有待完善。不过，他还是对电动车代
替传统燃油车持积极乐观态度。

“21 世纪，电动车超过传统车成为
主流是大势所趋，”杨宇威说，“一方面是
因为能源结构问题，传统化石燃料能否
支撑到 21 世纪后期尚不清楚；另一方
面，我们现在对智能化、网联化、娱乐化
等相关需求，在电动车上更容易实现。”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传统能源车将成为历史吗？

新华社石家庄 9月 12 日电
（记者叶昊鸣 闫起磊）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12日
在石家庄表示，将在全国组织开
展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
目前已经达成了一批劳务对接扶
贫协议。

当日，全国家政服务劳务对
接扶贫行动的签约仪式在河北省
石家庄市举行。此次签约仪式
中，东部地区9省市与中西部地区
17省区市签订家政服务劳务对接
扶贫行动协议 28份，东部地区 25
个中心城市与中西部地区40个贫
困县签订扶贫行动协议 41 份，东
部地区8个家政服务企业（行业协

会）与中西部地区8个贫困县签订
扶贫行动协议8份。

邱小平介绍，下一步将聚焦
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目
标，把转移了多少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稳定从事家政服务工作、
增加了多少家政服务员供给、带
动了多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衡量
成效的主要指标；要扎实搞好对
接服务，贫困县要主动提供精准
就业服务，中心城市要建立健全
岗位开发、技能培训、就业服务、
权益维护“四位一体”的工作机
制，各省区市家服办将加强对中
心城市和贫困县劳务对接扶贫行
动的指导、督促和考核。

人社部将在全国组织开展
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李
国利 杨欣）9月 12日 23时 58分，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顺利完成了与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自主快速
交会对接试验。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
实验室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后组织
实施的系列拓展试验项目之一，旨
在验证货运飞船的快速交会对接
能力，进一步发挥任务的综合效
益，为我国空间站工程后续研制建
设奠定更加坚实的技术基础。

天舟一号是我国首艘货运飞
船，4 月 20 日从海南文昌发射。
天宫二号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太空实验室，去年中秋夜升
空。

试验开始前，地面科技人员
对天舟一号先后实施了 4 次轨道

控制，保证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
快速交会试验的初始轨道条件，
完成了相关试验准备。

12日17时24分，地面判发指
令，控制天舟一号转入自主快速
交会对接模式，分远距离自主导
引和近距离自主控制两个阶段实
施。在远距离自主导引段，天舟
一号自主导引至远距离导引终
点；在近距离自主控制段，天舟一
号在天宫二号的配合下，利用交
会对接相关导航设备，完成与天
宫二号交会。之后，天舟一号与
天宫二号对接机构接触，完成对
接试验，整个过程历时约 6.5 小
时。

后续，天舟一号还将视情开
展第三次、也是离轨前的最后一
次推进剂在轨补加试验。

天舟一号完成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