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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 8.6%；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
5%的稳定水平；减税降费效应进一步
显现……14 日，多部门发布的经济数
据“出炉”，显示我国经济运行在“稳”的
基础上继续呈现“进”的态势。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外部保护主
义“逆风”，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
全球经济增速一再下调的背景，中国一
系列经济数据继续保持稳中有进，成绩
来之不易。从中长期看、从发展大势
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
变。

5 月，社零总额同比增长 8.6%，增
速比上月加快1.4个百分点；汽车类销
售由负转正，同比增长2.1%；城镇调查
失业率保持在5%的稳定水平；端午小

长假期间，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超过
9500万人……一系列民生数字的平稳
向好，意味着百姓生活获得感和幸福
感的提升，也为开拓国内市场助力。
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压舱石”的当
下，近 14 亿人口的消费潜力无疑印证
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和强大韧
性。

经济发展的活力，来自于创新驱动
的引力。数据印证经济发展中的“新”
的力量：1-5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
长11.9%，其中研发设计服务投资增长
速度达到27.1%；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9.4%，明显快于规模
以上工业增长；前5个月新登记个体工
商户户数同比增长 20%以上；5G 商用
也于近期正式实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
实施，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经济就能不
断焕发活力，肌体就会更加健康。

经济发展的后劲，来自于改革开放
的定力。改革释放潜力，政策激发活
力。前5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4.1%，
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表
现亮眼。不仅是出口，前5个月，中国
吸收外资也继续保持显著增长。随着
新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即将出台、
促消费政策陆续发力、减税降费政策落
地生根……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红利
的释放将撬动更多发展潜力，增强经济
的后劲。

面对保护主义“逆风”等外部不确
定性，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既是应对挑战
的坚定选择，也是稳定世界经济的责任
担当。保持战略定力和信心，按照既定
节奏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发
展的步伐就不可阻挡，时间和未来也定
将站在中国这一边。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数据彰显经济增长活力和后劲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3 日电 （记
者 许缘）美国游说组织“关税伤害美
国腹地”13日代表661家美国企业和
贸易协会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
国政府不要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
税，并回到谈判桌与中国达成解决方
案。

该组织发表在其网站上的这封信
函说，美国各企业和贸易协会对关税升
级态势感到担忧。对中国进口商品加
征关税将对美国企业、农民、家庭和美
国经济产生重大、消极、长期影响。同
时，加征关税和围绕中美贸易谈判的不
确定性造成市场动荡，对美国经济构成
威胁。

信函援引一项研究结果说，如果对
额外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
税，加上已经生效的加征关税举措，将
导致美国损失200万个就业岗位，国内
生产总值减少1%。

美国政府此前宣布，自2019年5
月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
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
高到25%。美国政府还威胁对剩余约
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
关税。

“关税伤害美国腹地”代表美国超
过150家贸易协会。当天公布的信函
由520家美国企业和141个贸易协会
共同签署。

美国企业和贸易协会
敦促政府勿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新华社北京 6 月 14 日电 （记者
赵文君）日前，国家有关部门对联邦快
递未按名址投递快件行为依法启动调
查程序，于6月 14日向联邦快递（中
国）有限公司送达了询问通知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尹
少成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国
家有关部门通知联邦快递接受询问，应
该是为了更深入、更全面查明事实真相。

尹少成说，国家有关部门在6月1
日宣布，决定立案调查联邦快递。按行
政处罚程序，案件已进入调查阶段。询

问当事人和现场检查都是行政机关调
查取证的重要方式。联邦快递（中国）
有限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当然有义务
接受询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或者
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
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

尹少成认为，询问可以是一次，也
可以是多次。询问只是调查取证的方
式之一，这个案件的调查程序还在进行
之中。在此期间，如果发现了更多线
索，调查范围还可能扩大。

国家有关部门启动调查程序
向联邦快递送达询问通知书

“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形势
下，中国经济增长仍保持韧性。”在最新
一期《中国经济简报》中，世界银行给出
这样的判断。

一系列经济指标14日出炉，印证
了这一判断。中国经济有压力、有挑
战，但更有动能、有信心，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

以稳就业促就业稳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数据显示，
前5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97万
人，完成全年计划的54%，就业形势总
体稳定。

“无论是城镇新增就业还是调查失
业率，都保持了较好的水平。”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当天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说，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5.0%，与上月持平。其中，25-
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5%，比上月
下降0.2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下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
先政策置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在一
系列稳就业措施助力下，我国整体就业
形势较好。

付凌晖说，我国持续加大“放管服”
改革力度，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型就业、灵活就业
的人数大量增加。“从前5个月的情况
看，新登记企业达到了286万户，日均
1.89万户，新登记个体工商户户数同比
增长20%以上，这些新动能的发展对
就业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他说。

以减税降费换加速升级

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30.7%、进口
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下降1.6%、关税
收入下降6.2%……财政部同一天发布
的前5个月数据，备受关注。

与这些税种下滑形成对比的是，前5
个月，国内消费税同比增长23.1%，企业
所得税同比增长9%，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达89919亿元，同比增长3.8%。

“这说明，一方面我国减税政策正

在发挥明显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
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说，“另一
方面，减税也带来更大市场活力，促进
经济平稳发展。”

非税收入方面，1-5月累计，教育
费附加等专项收入同比下降2.9%，比
去年同期回落12.9个百分点。其中，
受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增值税减
税等政策的影响，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收入增幅同比分别回落16.7、
20.3个百分点。

一系列减税降费等政策组合落地，
加快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比规模以上
工业整体水平高4.4个百分点。1-5月
份，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同比分别增长10.2%和15.6%，高于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的5.6%的整体增速。

以改革开放应对风险挑战

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同时，

也要看到，当前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有所增加，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仍然较为突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增速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
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6.0%，增速比1-4月份回落0.2
个百分点。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
院长庄芮表示，月度经济指标间有所波
动是正常的，但也要清醒认知我国经济
转型升级面临的压力和困难。

如何应对？唯有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中国正在这么做，也将继续做下
去。

商务部 13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1-5月份，中国实际使用外资3690.6
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制造业实
际使用外资 1128.9 亿元，同比增长
12.4%，增幅明显。高技术制造业和高
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为417

亿元和 633.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3.2%和68.9%。

“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的显著增
长，充分显示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
和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说。

前5个月，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
资分别增长5.2%和25.2%。韩国、日
本、美国、英国、德国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88.1%、18.9%、7.5%、9.2%和100.8%。

外资如此，外贸同样发展稳健。海
关总署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12.1万亿元，同比增
长4.1%。其中，出口6.5万亿元，增长
6.1%；进口5.6万亿元，增长1.8%；贸易
顺差8933.6亿元，扩大45%。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培育壮大国
内市场，持续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可持
续发展。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挑 战 难 阻 向 好 势
——从前5月经济指标看发展大势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申铖

把汗水汇聚，去浇灌五彩的花朵。
是老师，为年轻的水手护航。

为切实引领青年开拓创新、奋发有
为，中宣部、教育部首次从历届在岗的

“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和在读的“大学
生年度人物”中，评选出10名“最美高
校辅导员”和10名“最美大学生”。

他们接力奔跑，不断超越，谱写出
青春岁月中的壮丽乐章。

用心灵陪伴心灵

29年，足以让青丝暗生华发。袁
利的青春，在为一届又一届学生的奉献
和陪伴中，悄然逝去。来自重庆大学的
她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29年，先后担
任了105个班级的辅导员，累计教育引
导学生2700多名。

“每天把简单的事情做好了，就是
不简单。每天把平凡的事情做好了，就
是不平凡。”袁利说。

“吐爸爸”——这是学生们对克拉
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吐尔逊麦麦
提·艾麦提江特殊的称呼。

“吐爸爸”是学院年龄最大的辅导
员，也是从事辅导员工作时间最长的教
师。他对全系的学生情况如数家珍：谁
是什么性格，学习成绩如何，谁有什么
特长，谁的家庭情况怎样，谁最近心情

不好……对于他来说，这并非难事，因
为“我爱辅导员这个工作，我爱我的孩
子们”。

中南大学辅导员张金学32年前选
择了这份职业，“这不仅神圣，更是回报
祖国的一种方式”。

帮助一个又一个有困难的学子摆
脱困境，看着一批又一批学生到祖国各
地建功立业，是张金学最骄傲的事。“同
学们说，我办公室的灯光就是他们心中
温暖的方向。而我认为，学生们是我需
要关心的孩子和陪伴的家人。”张金学
说。

用青春点燃青春

作为一名“85后”，武汉大学辅导
员徐冶琼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和学生一样，每一个新鲜事物，她
都想看看是什么；大家都关注的话题，
她总想找找是为什么。她将各种思考
和启发汇聚起来，产生出灵感、演变成
思路、具体成做法，学生工作不断创新，
成为既有营养又有滋味的“精神大餐”。

在同济大学辅导员李睿看来，青春
是多彩的。

他为班级同学量身寄语，对照着每
个人的现状与理想，有针对性地加以引
导和激励；他邀请院士等以学业“问诊”

的形式，定期开展一对一指导；他带领
学生们用影像记录生活，用脚步丈量乡
村，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北京师范大学辅导员任雅才，是同
事眼中精力无限的全能超人，也是学生
信赖的知心人和引路人。

在新生报到当晚，她指导学生撰写
《写给四年后的自己》，鼓励学生在成长
的新起点深入思考；她与学生约定每学
期写“悄悄话”，帮助他们解决成长过程
中遇到的阶段性问题；她利用暑期带学
生到贫困山区支教，“夜间虽然被蚊虫
咬得伤痕累累，却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
如何更好地提升授课质量”。

“学生颁给我的‘最佳大伙伴奖’是
辅导员最珍视的荣誉。”任雅才说，“青
年人的青春路上，有我同行！”

用梦想照亮梦想

2012年9月，数千名上海交通大
学新生上了独特的一堂课——观看校
园原创话剧《钱学森》。这部话剧的制
作人，就是上海交大辅导员汪雨申。

2001年留校至今，始终在人文学
院担任一线辅导员的汪雨申心中有一
个梦想，就是让校园成为美丽的文化源
泉。18年如一日，他将文化育人的理
念贯穿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让梦想之花开遍整个校园。
怎样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做好辅导

员工作？2016年，浙江大学专职辅导
员王玉芬成为浙大国际联合学院的第
一批工作者，这是她反复调研、不断探
索的问题。

搭建起适合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学
生思政工作体系，王玉芬倡导文化体
验，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浸润每一个人的心灵，在中西文化交
融的土壤中铸魂育人。

2006年9月，山东大学辅导员范
蕊遇见了第一批学生，从此遇见热爱与
坚持。

为学生写下1300多篇文章，100万
多字；“陌上花开”微信公众号拥有粉丝
近两万人，回答学生提问数万条；专著
《奔跑吧，青春——一个大学辅导员的工
作日志》得到学生和同行高度认可；《爱
情与婚姻》选修课每学期爆满……范蕊
说：“学生的信任与肯定是对我工作最大
的认同，我愿意付出耐心与精力。”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辅导员陈小花
常说：“我名叫小花，但也是一名园丁。”

16年来，陈小花带出了5500名学
子，用教育的力量点亮学生真善美的心
灯。作为一名党的十九大代表，她赴全
国高校进行了近200场理论宣讲。这
位名叫小花的园丁，始终奔跑在引领学
生成长的路上。

“园丁不嫌陇亩小，躬耕一线育繁
花。”陈小花说，“我愿意继续扎根在一
线，一花引得万花开，让祖国的花朵们
绽放得更加灿烂！”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闪亮的名字，绚丽的青春
——记2019年“最美高校辅导员”“最美大学生”（下）

新华社记者 胡浩 孙少龙

聚 焦 中 国 经 济 亮 点

新华时评>>>

6月13日，一艘油轮在阿曼海上起
火。

两艘油轮13日在阿曼海遇袭并发
生爆炸，船上燃起大火。有关这一事件
的真相扑朔迷离，美国指责伊朗制造了
这起袭击，伊朗反驳美方的指控毫无根
据。

联合国及一些国家警告说，世界无
法承受海湾地区发生严重对抗，呼吁有
关各方为缓和局势做出努力。

新华社/路透

海湾油轮遇袭
真相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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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6月14
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即日起至6
月2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192名拟表彰对象和“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集体”98个拟表彰对象进行公
示。在拟表彰对象名单中，重庆有五
人、两个集体入选，分别是——

严克美，女，汉族，1983年4月出
生，中共党员，重庆市巫山县当阳乡党
政办公室主任。

廖子怀，男，汉族，1963年4月出
生，中共党员，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
下堡人民法庭庭长。

胡红兵，男，汉族，1974年10月出
生，中共党员，重庆市人民政府口岸和
物流办公室规划发展处处长。

黄道春，男，汉族，1963年1月出
生，无党派，重庆市云阳县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

李科定，男，汉族，1970年10月出

生，中共党员，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社
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科科长。

重庆市城口县岚天乡人民政府。
重庆市第八批援助昌都项目建设

管理指挥部。
据了解，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展

示公务员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
人民满意的时代风采和公仆本色，激励
广大公务员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建设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
队伍，经党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
宣传部组织开展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评选表彰活动。按照有关工作要求，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宣传
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人民团
体组织人事部门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
合的办法，经反复酝酿、深入考察，研究
提出了推荐对象。中央组织部、中央宣
传部差额评选，研究确定了拟表彰对象。

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及“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集体”拟表彰对象公示

重庆五人、两集体入选

本报讯 （记者 李幸 实习生
秦庾迪）6月 13日，市委统战部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
习交流研讨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李静在参加交流研讨时指出，要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
来一次理论大学习、工作大落实，扎实
有效开展好主题教育。

李静强调，要深入学习，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主线，围绕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这个重点，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要深刻反思，把自己摆进
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以刀
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认真检视反思，
把问题找实、根源挖深。要深耕事业，立
足统战为全局、凝心聚力促发展，保持只
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
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
好工作落实，积极推进重庆统战各领域
工作争创一流，为高质量实现重庆统战
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努力奋斗。

李静在市委统战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集中学习交流研讨时强调

践 行 初 心 使 命 狠 抓 落 地 见 效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3 日电 （记
者 刘阳 孙丁）美国总统特朗普13
日说，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将于
本月底离职。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桑德
斯将于本月底离开白宫，回到家乡阿肯
色州进入私营部门。特朗普表示，桑德
斯是一个特别的人，有着非凡的才能，
希望她竞选阿肯色州州长。

特朗普没有提及可能接替桑德斯
的人选。

在当天白宫的一个活动中，桑德斯
现身并简短发言。她说，担任新闻秘书
是荣誉也是机遇，并表示离职后将继续
支持特朗普，但没有提及未来重新进入
政坛的计划。

桑德斯现年36岁，2016年美国大

选期间加入特朗普竞选团队，在特朗普
成为总统后进入白宫新闻办公室，并于
2017年7月接替肖恩·斯派塞成为白
宫新闻秘书。

桑德斯是为数不多的从特朗普
任期开始便在白宫任职的官员之
一。外界普遍认为她对特朗普忠诚
度高，也深受特朗普信任。桑德斯时
常因在简报会为特朗普一些争议性
政策或言论进行辩护而受到强烈质
疑。自去年年底以来，白宫几乎停止
举行例行简报会，桑德斯也因此招致
许多批评。

白宫新闻秘书是白宫新闻办公室
的高级别官员，负责对外发布白宫新闻
并回应舆论关切，是美国政府中曝光率
较高的一个职务。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将离职

快读
国家网信办集中整治网上“软色情”信息

➡记者6月14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为回应社会关切，国家网信办自今年1月
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网络生态治理专项行动，持续整治网络生态各类突出问题。
截至6月12日，已累计清理淫秽色情、赌博诈骗等有害信息1.1亿余条。（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