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记者
侯晓晨）就美国宣布将对2000亿美元中
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一事，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19日表示，美方的威胁、恫吓、讹诈对
中方不起作用。他同时表示，中美经贸合
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在平等、诚信和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磋商是解决
中美经贸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18
日，美方宣布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
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接受
采访称，美方的意图是同中方进行建设
性谈判，解决根本问题。至于是否及何
时开展磋商，球在中方一边。中方对此

有何回应？
耿爽表示，美方一面高喊接触对话，

一面挥舞制裁大棒，一面发出磋商邀请，
一面进行极限施压。

“这里我想强调：第一，美方的威胁、
恫吓、讹诈，对中方不起作用。我们将继
续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坚定不移
推进改革开放，同时继续坚决捍卫自身
的合法权益；第二，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
是互利共赢的。有分歧，不可怕。在平
等、诚信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磋商是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的唯一正确途
径。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体现出善意和诚
意。”耿爽说。

外交部：

对话磋商是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记
者 陈炜伟 韩洁）商务部部长钟山近
日表示，历史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
导致落后。中国言必行，今年宣布的系
列开放举措正在逐项落实。今后中国开
放力度会更大、水平会更高。

9月17日，钟山在北京主持召开跨
国公司座谈会，美国科恩集团、艾默生公
司、德国思爱普公司、英国汇丰银行、韩
国三星电子公司、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负
责人参加座谈会。

据介绍，与会企业家们对中国未来
发展充满信心，高度赞赏中国的开放举
措，表示将继续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与合
作。

钟山表示，感谢企业家们分享了各
自的成果和智慧，理解大家的关注和诉

求，商务部会认真研究，积极推动、协调
解决。在座的企业都高度关注知识产权
保护，这也是各国都面临的挑战。一个
成功的企业不可能靠侵犯知识产权发展
起来，国家也是如此。保护知识产权是
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没
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将继续加大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企业营造更好的营
商环境。

钟山说，企业家们都很担心，世界
前两大经济体发生贸易冲突可能带来
的后果，这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贸
易战没有赢家，美国搞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影响双方利益，伤害全球经济，对
各国都没有好处。中美经贸关系互利
共赢，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
择。

商务部部长钟山：

中国开放力度会更大、水平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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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周末，蒋先生和岑小姐喜结连理，在
建设路金玉大酒店举行了温馨浪漫的婚礼。
席间，又出现了“优选喜酒”泸州老窖六年窖头
曲的身影，延续了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喜宴
上掀起的一股“优选喜酒”热潮。觥筹交错，酒
过三巡后，多数宾客已经散去，满大厅弥漫着
喜酒的浓香。新郎坦言：“婚礼筹备的时候，选
哪一款喜酒确实伤透了脑筋。最终选择了泸
州老窖六年窖，主要还是看好‘优选喜酒’的名
声。”更有趣的是，蒋先生买酒时，还参与了购
酒砸金蛋活动，多赢了一件酒。

喜庆的时刻 就是过节的味道

中秋、国庆即将来临，节庆期间也是喜宴
消费的黄金时段，选择一款适合普通老百姓
的喜庆用酒着实不易。非正式的市场调查显
示，知名品牌、适中价位、优良口感、市场口碑
依次为消费者选择喜酒的四大因素。虽然喜
酒市场琳琅满目，但在去芜存菁后，能符合以
上四大因素的产品并不多，有着“优选喜酒”
之称的泸州老窖六年窖正是当中翘楚。

泸州老窖博大酒业营销有限公司头曲事业

部南区负责人介绍，双节将至，泸州老窖头曲大
力回馈消费者，“过节的味道”主题活动在全国火
力全开，当中的泸州老窖六年窖更是携三重喜庆
大礼重磅来袭：购酒可获赠品鉴酒、购酒可砸金
蛋中大奖、更有机会赢马尔代夫双人浪漫之旅。
原来，“过节的味道”是“优选喜酒”泸州老窖六年
窖坚持了6年的活动：“十万瓶美酒千里寄相
思”、“爱心车票送老乡”、“家乡美食评选”、“春节
团圆·带礼回家”……几年下来，一系列营销活动
不断让过节充满喜庆的味道，伴随“过节的味
道”，将祝福送进千家万户，赢得了消费者的一致
好评，也不断地巩固着“优选喜酒”的市场地位。

什么是过节的味道？该负责人表示：“家
人、朋友聚在一起，分享喜悦、享受天伦，就是
过节的味道。喜庆的时刻，就是过节的味道！
这是泸州老窖六年窖始终坚持的品牌价值诉
求，在城市的节奏不断加快、工作生活越发忙
碌的今天，始终践行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团圆
相聚之美。”

一顿团圆饭 一杯喜庆酒

承袭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聚而食之”成了

中国人过节最重要的方式，一顿团圆饭、一杯喜
庆酒，足以承载我们对节日的所有期许。中秋、
国庆是中国仅次于新年的喜庆节日组团，既承
中秋团圆之喜，又应祖国寿诞之庆。家与国，这
两个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浓烈的情感元素，在过
节的喜庆氛围中得到交融共鸣。过节，本就是
中国人分享喜悦、传递喜悦的重要时刻。

泸州老窖头曲深耕中国市场近70年，一
直被赞誉为老百姓喝得起的好酒，见证着中
国人过节“味道”的变迁。这当中，以泸州老
窖六年窖头曲最贴近中国人传统情感的共
鸣：多年来坚持塑造以顺文化为核心的品牌
诉求，诠释“一路顺，六六顺”的核心品牌主
张，这些都是质朴的中国式情感表达。自
2010年起至今，连续8年荣获全国主流报媒
推荐“消费者优选喜酒”，既为百姓的喜庆时
刻增光添彩，也将品牌理念传而广之。

今年的中秋、国庆，泸州老窖六年窖能在家
国喜庆中为过节的味道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正是作为“优选喜酒”的价值所在。

喻雪梅
图片由泸州老窖提供

过节的味道：泸州老窖六年窖三重大礼重磅来袭

金玉大酒店婚宴现场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2018—38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9月20日12：00－2018年10月10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63650270、63656187（FAX），地址：重庆市北部
新区龙睛路2号凯比特大厦A1栋1楼，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9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8082

18083

二、工业类

序号

G18054

G18055

土地位置

两江新区水土组团B分区
B71-4/01号宗地

两江新区水土组团B标准分
区B42-1/03号宗地

土地位置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N分区
N44（部分四）号宗地

南岸区茶园组团D分区
D24-1/04号宗地

用途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

加油加气站用地

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土地面积（㎡）

5705.8

4028

产业类别

专用设备
制造业

集成电路制造

总计容建筑面积（㎡）

≤14264.5

按规划要求

土地面积（㎡）

14796.1

98897.3

最大建筑密度

≤40%

按规划要求

可建面积(㎡）或容积率

≥0.7

≥1.0

绿地率

≥25%

按规划要求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7500

≥7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3538

1914

产出要求（万元/公顷）

≥15000

≥15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2419

7121

备注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大渡口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大渡口区
N44（部分四）地块工业用地进行出让公示相关条件的复函》
（渡环函〔2018〕163号）。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南岸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南岸区弹子石
组团C3-13/02地块和茶园组团D24-1/04地块、F64-3/03
地块、J4-7/01部分地块、K25-4-1/02地块、M11-1/04地
块相关环保要求的复函》（南环函〔2018〕63号）。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竞买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后2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订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逾期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自行失效；3、序号G18054、G18055两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新华社首尔 9 月 19 日电 （记者
陆睿 耿学鹏）正在平壤访问的韩国总
统文在寅19日上午在百花园迎宾馆与朝
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第二轮
会谈。会谈结束后，双方签署《9月平壤
共同宣言》，就早日推动半岛无核化进
程、加强南北交流与合作达成一致。

根据韩方发布的宣言文本，朝方表
示，如果美国根据6月12日签署的朝美
联合声明的精神采取相应措施，朝鲜有
意采取诸如永久废弃宁边核设施等追加
措施。朝方还决定，将率先在相关国家
专家的参与下废弃东仓里导弹发射台和
发动机试验场。

韩朝签署《9月平壤共同宣言》

初秋的天津，世界在倾听。
在当前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明显增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
的最新动向是什么？正在此间举行的
第十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为人们打开
了一扇观察之窗。

中国经济怎么看？
爬坡过坎，行稳致远

中国经济巨轮在2018年的航线
上，已经驶入“下半程”。

针对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切，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日在2018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特别
致辞时表示——总体看，中国经济继续
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发展新动能在
持续成长，基本面是健康的。

这份“稳”字当头的成绩单来之不
易。

从外部看，国际经济环境更严峻，
逆全球化倾向抬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面临诸多变数；从内部看，中国经济正
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一
些地方、企业遇到了不少需要解决的新
问题。

置身于稳中有变的环境中，中国经
济顶住压力，保持住了稳定性。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8％，
连续 12 个季度稳定运行在 6.7％－
6.9％的中高速区间。前8个月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城镇调查
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为历史较低水
平。新设企业平均每天超过1.8万户，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
长。

“中国经济继续表现强劲。”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报告，肯定和赞赏
中国在金融、对外开放等关键领域取得
的改革进展，并预测中国的增长前景依
然强劲。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结构和
增长格局正悄然转变：

过去5年，中国各类市场主体增
加近80％，目前已超过1亿户，新增
市场主体活跃度保持在70％左右；新

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
之一、对城镇就业的贡献率超过三分
之二……

仲量联行华东区董事总经理及
中国投资部总监吴允燊认为，从强调
不搞“大水漫灌”到扩大开放、鼓励创
新，以更大力度调整结构，都体现出
中国的发展更注重质量与效益，相信
随着这些务实之举逐步落地，势必将
提升企业盈利，助力中国经济实现成
功转型。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克劳斯·施瓦布告诉记者，自1979年首
次访问中国至今，自己有幸见证了中国
改革开放的进程。“许多预测中国经济
增长即将停止的预言，最后都被证明是
错误的，我始终对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乐
观态度。”他说。

未来动力何处寻？
新动能撑起发展新天地

最近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连续聚
焦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与中国近年来的
发展足迹深度契合。

新一轮工业革命孕育兴起，创新活
力竞相迸发，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
动能。

以人工智能为例，最新发布的
《2018世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蓝皮书》
显示，截至2018年上半年，中国人工智
能企业数量在全球位列第二。

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说，在第
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中国借助新动
能走在了前列。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领域一批新技术呈现多点
突破。

聚众智、汇众力，中国正成为全球
创业创新的热土——

新产业集群发展、爆发增长。以网
上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为代表
的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以三年翻一番的
速度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蓬
勃成长的显著标志。

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
艾德维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

济体，创新力不断提升，在消费者互联
网和金融科技领域尤为如此。

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在新一轮的
科技革命浪潮中，新动能成长取得超出
预期的成效。

吴允燊说，近年来，新工业革命技
术驱动下，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为核心的新动能不断增强，成为推动中
国经济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的重要力量，有效地弥补了传统动能减
弱对经济的影响和冲击。

实现创新发展，离不开一个尊重知
识、保护产权的环境。

从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
护体系，到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
院，近年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不
断加大。

中国将实施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对侵犯中外企业知识产权的行
为坚决依法打击、加倍惩罚，让侵权者
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从达沃斯开
幕式现场传来的消息，令中外创新企业
为之振奋。

“从前是‘Made in China’，是把
技 术 带 到 中 国 来 ，现 在 是‘Made
with China’，意味着把创新带到中
国、与中国同创共发展。”IBM大中华
区董事长陈黎明说。

改革开放如何推进？
决心坚定，力度更大

当前逆全球化倾向抬头，走过四十
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将以何种姿态再出
发？外界十分关切。

论坛向世界再次传递强烈信号
——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
入，继续降低关税总水平。为各类所有
制企业、内外资企业打造一视同仁、公
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落实和完善支持
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

这一信息让不少外资企业和民营
小微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美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莱纳公司国际业务负责人克里斯·马
林说，莱纳已经与中国 37个城市的

企业展开合作，总体来说成果斐然，
“我们期待中国进一步开放，希望从
中国合作伙伴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
中受益。”

中国不仅有坚定开放的决心，更有
周密的措施安排。

可口可乐公司大中华区董事副总
裁张建弢告诉记者，无论是强调对各
类企业“一视同仁”，还是加大保护知
识产权执法力度，都是有针对性地回
应了在华外企关切，我们打心底支持，
企业也因此有了更多信心，现在考虑
的是如何开足马力把中国市场做得更
好。

“我们对中国市场满怀期待，希望
发掘更好更适合中国发展的商业模
式，让产品被中国消费者接受。”张建
弢说。

在麦肯锡中国总裁倪以理看来，随
着上述一系列举措落地，外资将有更多
机会参与中国经济发展，而对于国内机
构而言，也应积极应对外资入场后带来
的挑战，发挥自身对当地市场和客户需
求理解深入、网点网络广阔等优势，推
动产品创新和效率优化，实现自身的转
型发展。

事实上，今年以来，中国已大幅放
宽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
入，进一步降低部分商品进口关税，进
口环节不合理收费正在加紧清理……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
二大外资流入国。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中国金融市
场开放的步伐是前所未有的。”摩根大
通（中国）首席执行官梁治文感叹道。
他说，企业此前充分参与了沪港通、深
港通等多项开放新举措，期待更多开放
之举加快落地。

不少与会外资企业表示，中国持续
扩大开放，将给更多外资企业提供更多
发展机遇。尤其是与中国企业开展创
新合作，协力加速新一轮工业革命进
程，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活力的提升，
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筑牢根基。

（记者 刘元旭 王希 毛振华翟
永冠 付光宇 邓中豪）

（新华社天津9月19日电）

夏季达沃斯论坛透露中国经济哪些新信号？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