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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 6 月 18 日电 （记
者 陈地）2014年3月，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的大门外，第一批在韩志愿
军烈士遗骸归国，望着载着烈士遗骸
的军车缓缓驶过，一个老人忍不住放
声大哭。这位老人叫邓其平。他的父
亲就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邓仕
均烈士。

邓仕均，1916年出生在四川省苍
溪县两河乡友谊村五组一个佃农家
庭。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
1940年任晋察冀军区第5团第1连连
长。同年8月，在“百团大战”中，邓
仕均接受抢占山西省娘子关磨河滩
车站的任务。26日晚，邓仕均带领1
连向磨河滩车站猛攻，歼敌一部。就
在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滂沱大雨倾
盆而下，沙河里顿时汇成巨大山洪，
截断了 1连和其他部队的联系。此
时，从阳泉增援娘子关的日军也已赶
到，使冲过河滩与敌激战的1连处于
三面受敌一面临水的危险境地。邓仕
均临危不惧，带领连队与日寇苦战5
个多小时，打死打伤敌200余名。战
斗结束后，邓仕均被授为“晋察冀边区
特等战斗英雄”。

1943年9月，在北岳沟反“扫荡”

战斗中，第1连奉命掩护团主力转移，
邓仕均指挥全连连续打退日军在飞
机、大炮掩护下的7次冲锋，坚守阵地
一昼夜，毙伤日军70余人，圆满完成掩
护团主力安全转移的任务。1944年2
月，邓仕均获一等战斗英雄奖章。

1951年2月，时任中国人民志愿
军第187师第559团团长的邓仕均，入
朝参战。4月，第五次战役打响。187
师奉命于5月中旬向南朝鲜军第6师
发起进攻。5月16日起，邓仕均率领
部队先后夺取甘泉、寺洞南山3113高
地、佳日里、鸡谷里、盆洞、风尾山。
187师全部占领北汉江与洪川江之间
地域。

21日，187师奉命撤往洪川江以
北地区。邓仕均率部负责掩护师主力
部队过江。22日，部队在后撤中遭敌
炮火猛烈袭击，邓仕均壮烈牺牲，时年
35岁。

特等战斗英雄邓仕均

易拉罐降解需要200
年、塑料制品 1000年之
后才能降解、玻璃瓶的降
解则需要200万年……

近段时间以来，不少
热门综艺活动都将主题
聚焦到“环保”，成为时下
热门话题，而以上这一系
列触目惊心的数据也再
次让人们意识到保护环
境的重要性。为此，在本
次“熊猫乐园”年中庆活
动中，世纪新都也将焦点
对准到“垃圾分类”这一
环保课题。

“每年大约有800万
吨塑料会被倒入大海，很
多海洋动物都会因为塑料
污染死去，人们随手扔掉
的垃圾都可能危害到它们
的生命。”世纪新都负责人
表示，制造垃圾容易，分解
垃圾却难上青天，所以在
源头将垃圾分类投放，减
少污染很有必要。

为此，世纪新都在本
次“熊猫乐园”年中庆里，
以“不做‘混沌’熊猫人，爱

‘分’更出彩”为主题，通过
线上互动游戏的方式，让
参与者在“熊猫乐园”按照

“可回收垃圾”和“不可未
回收”垃圾进行分类，待完
全分类正确后，即可参与抽奖活动。而
奖品则是由世纪新都精心设计的熊猫
主题环保袋，从而呼吁人们增强环保意
识，从身边每一件小事做起。

“作为一家引领时尚的百货商场，
不能局限于只做服装的时尚，更要倡
导生活和精神层面的时尚。”该负责人
表示，由于对年中庆活动的大力宣传，
也吸引到更多人的关注，通过这样的
契机引导大家认识到实行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让更多人行动起来，
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真正让垃圾
分类这一新时尚深入人心，这也是国
企应当承担起的社会责任。

2019世纪新都时尚发布报告

萌趣“国宝”驾到 世纪新都再造爆款年中庆

为了契合“熊猫乐园”主题，世
纪新都还特地在大门口打造了亚
马逊丛林风格的“熊猫乐园”，一个

个形象呆萌、活泼可爱
的“熊猫宝宝”俘获了
大批顾客的心，而
世纪新都也再度
成为观音桥步
行街的“网红
打卡地”。

同时，为了
扩大本次年中庆

的传播力和影响
力，自6月4日起，世
纪新都便通过官方微
信推文、短视频、线
上互动游戏、微商
城、新浪微博、封
面海报等一系
列方式为“熊猫

乐园”造势宣传。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吸引到年

轻人的目光，世纪新都还特地定制
了一系列熊猫周边产品，例如熊猫
雨伞、熊猫主题笔记本、熊猫手机
壳、熊猫扇子甚至熊猫糕点等，一
度成为爆款礼品。不少顾客为了
获得定制礼，踊跃地参与到各种赢
取熊猫周边产品的互动游戏。

“之前通过世纪新都官方微信
参加了喂养‘熊猫’的线上互动小
游戏，并参与抽奖活动很幸运的获
得了熊猫定制礼。”一位刚刚领取
了熊猫伞的顾客表示，作为世纪新
都的铁杆粉丝，自年中庆预热宣传
开始，便每日关注商场的一举一
动，除了抽到萌趣的“熊猫乐园”拍
照，商场推出的各类熊猫周边产品
更让自己爱不释手。

上周末，尽管天公不作美，但

仍没影响“熊猫乐园”年中庆的热
度，世纪新都依然收获了十足的人
气，整点抽奖、互动体验、打卡合
影、逛街购物持续在世纪新都上
演。此外，活动期间同样推出了一
系列大力度优惠折扣活动，例如流
行服饰、家居童用全场低至3折起，
购指定化妆品单柜满1000元立减
150元，购流行服饰、家居童用满
1000元送100元服饰券，参与整点
抽奖即可有机会获得价值3499元
华为mate20手机，微商城特惠专
区等一系列促销活动。

汪正炜
图片由新世纪百货世纪新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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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绚烂的樱花秀、绝美
浪漫的星空幕布、个性十足的
波普艺术……近年来，“外墙
秀”似乎成为世纪新都最善用
的招牌动作之一，而它每次亮
相，一时间都能成为人们热议
的话题。

实际上，世纪新都对“外
墙”的包装，不仅是为了产生吸
睛效应，它更是体现世纪新都
不断与国际时尚潮流同步接
轨，表达对时尚、品质生活理念
的理解。同样，本次由世纪新
都携手科颜氏Kiehl’s共同打
造的巨型熊猫主题外墙灯饰，
毫无例外再度成为观音桥商圈
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熊猫的样子憨厚可爱，非
常受人喜爱，但由于受环境污

染，大熊猫栖息地也受到了一定
影响。”世纪新都负责人表示，因
此，他们打造萌动可爱的熊猫乐
园，并推出了一系列熊猫主题的
互动体验活动，目的是希望吸引
到更多关心环境保护、关心大熊
猫生存环境的年轻人能投入到
实践公益的行列中来。

从最初纯粹的造势聚客，
到如今传递绿色环保的生活理
念，世纪新都在经过多次联手
国际大牌打造出爆款营销活动
之后，对“跨界联手”的运作显
得更加成熟，不仅创下销售记
录，更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口
碑。在此背后，源于世纪新都
不断调整定位，创新营销模式，
将传统百货逐步转变为生活提
案型百货的经营理念。

打造“熊猫乐园”传递环保理念

玩转爆款定制礼 熊猫周边产品受热捧

世纪新都熊猫主题外墙灯饰

熊猫主题系列周边产品

世纪新都大门口“熊猫乐园”

纽约州的羊绒服装厂商来了，加利
福尼亚州的婴儿用品制造商来了，马萨
诸塞州的运动鞋制造公司也来了……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城南的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大楼，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当天是美国政府召开的拟对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7天
系列听证会的第一天。数十位行业协
会和公司代表从全美各地赶来“陈情”，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发言中都呼吁
美国政府不要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
关税，表示“我们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承
受不起新一轮加税”，加征关税最终伤
害的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

直接冲击美国消费者

与前几轮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主要
集中于中间产品和工业品不同，美国拟
对华新一轮加征关税清单上大部分是
普通民众最熟悉的终端消费品，包括手
机、笔记本电脑、服装、鞋类、玩具、游戏
设备等。这些加征关税一旦落实，美国
消费者将直接受到冲击。

美国时尚珠宝与配饰贸易协会执
行主任布伦特·克利夫兰在听证会上第
一个发言。克利夫兰说，进口这些日常
消费品不会危害美国安全，但加征关税
却损害美国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利益。

美国鞋帽箱包企业凯尼斯柯尔公
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施奈德也说，对从
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将迫使该公
司与零售商、消费者共同承受损失。

美国青少年产品制造商协会执行

主任莉萨·特罗夫表示，如果对从中国
进口的婴幼儿商品加征关税，许多美国
家庭将买不起安全的婴幼儿用品，这会
危及婴幼儿安全。

国际管件制造商协会首席执行官
凯里·斯塔克波尔则对将管道产品纳入
拟加征关税清单非常不解。他说：“马
桶和水龙头是家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
分。我们认为对这些产品加征关税是
错误的，这不利于让美国家庭和建筑保
持清洁。”

美国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新百
伦运动鞋制造公司、美国服装鞋袜业联
合会、玩具协会等企业和行业协会代表
当天也在听证会上警告，对华加征关税
会增加美国消费者成本、扰乱企业生
产、损害美国就业。

听证会召开之前，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已收到各行各业代表提交的1600
多份书面意见，绝大多数都反对美国政
府对华商品加征关税。《华盛顿邮报》认
为，大量反对之声反映出美国商界对关
税政策的担忧日益增加、对总统贸易政
策的耐心正在耗尽。

美国游说组织“关税伤害美国腹
地”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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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离不开中国

听证会上，美国政府官员问得最多

的仍然是企业能否将供应链从中国转
移出去。企业家和行业代表们则反复
耐心解释：中国供应链体系成熟完备，
将供应链从中国移走绝非易事；对部分
行业来说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中
国是许多产品的唯一进口来源。

纽约奎因服饰首席执行官琼·科洛
夫介绍说，公司进口的羊绒服装必须使
用产自中国内蒙古阿拉善羊的高质量
羊绒，同时中国纺织工艺水平高、品质
有保证，因此无法将产品供应链从中国
转移出去。

从事鞋帽箱包生意的施奈德也说：
“多年来我们已在中国建立高效稳定的
供应链。如果将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
家，产品质量、产能和性价比都不能维
持原有水平，搬回美国生产更是不可
行，因为这里没有支持相关产业发展的
配套设施。”

美国服装鞋袜业联合会会长里克·
黑尔芬拜因坦言，他们曾试图将供应链
从中国转走，但中国服装鞋袜行业总是
比其他地方做得更好。他表示，尽管过
去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但中
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成功保持了竞
争力。

世界银行5月发布的《中国经济简
报》指出，投资者决定是否外迁时，不仅
会考虑各国工资差异，也会综合考虑其
他有关因素，中国完备的供应商生态系
统、良好的劳动者技能和商业文化都是
投资者看重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告诉新华

社记者，目前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且仍在上升。

中美经贸合作惠及双方

此次听证会上代表们的发言，再次
表明了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

同中国做生意已有35年的施奈德
说，他与中国生意伙伴的合作一直很愉
快，中国是很好的供应基地，同中国的
贸易关系让美国消费者获益。他强调，
对鞋帽箱包之类产品加征关税不能解
决美国政府的关切。

美国自行车零部件供应商协会理
事会成员鲍勃·马格维丘斯表示，中国
是全球自行车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美
国自行车厂商与中国合作伙伴多年来
一直合作融洽，双方建立了非常紧密的
合作关系。

近期，美国已有520家企业和141
个贸易协会联名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
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
品加征关税，而是要回到谈判桌前与中
国达成解决方案。

在上周结束的“选择美国”2019年
投资峰会上，美国地方政府经贸官员也
表达了尽早结束贸易争端、加强对华经
贸合作的愿望。爱达荷州农业厅负责市
场营销的劳拉·约翰逊告诉记者，虽然联
邦政府层面有负面声音，但地方政府、企
业层面对华友好交流立场一直未变。

（参与记者：熊茂伶、邓仙来、胡友
松、刘杰）

（新华社华盛顿6月17日电）

“我们离不开中国供应链 承受不起新一轮加税”
——直击美对华加征关税听证会

新华社记者 高攀 刘阳 孙丁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记者
侯晓晨）针对近日美国国内反对加征关
税，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8日表示，中美
经贸分歧是可以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的，
前提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
础之上，任何背离这一原则的做法，都
是没有出路的。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17日，美国就拟对3000亿美元

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举行听证会。包括
美服装鞋袜业联合会、高通、英特尔等
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美行业协会和
企业反对加征关税，认为这会令美企、
消费者和工薪家庭受到冲击。相关协
会和企业反映，服装、电子产品和其他
消费品很难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进口，
替代性进口将推高成本；由于技术和基
础设施不足，数年内无法将生产从中国

迁至越南等国；将生产迁出中国将导致
成本上升。美“全球贸易伙伴”咨询公
司估测，美实施上述关税计划将导致逾
200万美就业岗位流失。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陆慷说：“我注意到，在美国举行这
个听证会的同时，美国国内反对加征关
税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他说，白宫国
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近日也公开

承认，美国新加征的关税会让美国自己
的企业和消费者埋单。另外，根据高盛
公司近期发布的报告，美国政府去年对
中国商品征税的成本完全转嫁到了美
国企业和消费者身上，并且对美国物价
的影响大于美方自己的预期。

陆慷说，长期以来，互利共赢的经
贸投资合作给中美两国的业界和消费
者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历史也一再
证明，中美之间的经贸分歧是可以通过
协商妥善解决的，只要磋商对话是建立
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任
何背离这一原则的做法，都是没有出路
的。”

外交部谈中美经贸摩擦：

背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的做法没有出路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17日发布报告，预期世界人口可能将
在2100年达到110亿，标志着世界人
口数量达到峰值。

2017 年的类似预测数据显示，
2100年世界人口可能达112亿；今年
已下调预期至110亿，原因之一是更多
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下降。

人口司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
总量可能从现在的77亿上升至97亿。

报告显示，从现在到2050年，印
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美国等9个国
家的人口增长占全世界新增人口的一
半以上。印度预期将在2027年左右超
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相反，2019年至2050年，55个国
家和地区人口总量预期下降1%或更

多，其中26个国家和地区将降低至少
10%。

报告说，2010年至2020年，移民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人口变化的
主要原因。对移民劳动力的需求使孟
加拉国、尼泊尔和菲律宾等国成为人口
流失最多的国家。在德国、俄罗斯和日
本等国家和地区，外来移民使人口增
加，预期可以抵消人口负增长导致的人
口总量减少。

报告显示，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和生
育率下降使全球人口老龄化日趋严
重。日本是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每1.8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
抚养1个65岁或以上的老人。

（新华社微特稿）
（郑彦驰）

世界人口2100年前或达110亿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