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商务部于12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
会， 会上发布的2018年商务工作亮眼的
“成绩单”， 传递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积
极信号，凸显了对外开放的坚定步伐。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76.2%
连续5年成经济增长第一动力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介绍说，201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增长
9%。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化
妆品、家电、通讯器材等商品销售较旺，
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
升至49.5%。消费新业态蓬勃发展，网上
零售额突破9万亿元，增长23.9%。

“消费连续五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
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比上
年提高18.6个百分点。”他说。

对于2018年社零总额增速同比出现
回落，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分析
说，这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特别是
与汽车和住房类相关的一些商品消费出
现阶段性增长乏力所致，在这些领域我们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9%的增速仍处于中高速增长区

间。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仍处于上升期，消
费规模稳步扩大，消费模式不断创新，消
费升级趋势不变。”王斌说，预计2019年
社零总额将继续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

货物进出口超30万亿元
外贸创历史新高

2018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4.62万亿
美元，增长12.6%，其中出口2.48万亿美
元，进口2.14万亿美元。

“这个成绩应当说是超出预期的。”
商务部综合司司长储士家说，2018年我
国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和进口额都创历
史新纪录，站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去年一
年的净增加值就超过2001年我国刚加入
WTO全年的进出口总额。

这一成绩在国际范围内亦表现良
好。根据有关统计，2018年中国货物贸易
增速快于美国、德国、日本等贸易大国和
主要经济体平均增速。

除规模创新高， 我国外贸还呈现出
结构持续优化、发展动力加快转化、发展
更趋平衡等特点。比如，去年进口对进出
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出口， 达到56.6%，

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动力， 这成为
我国外贸平衡发展的一个重要迹象。

实际使用外资增3%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逆势增长

2018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19%，连续三年下滑。相比之下，我国去年
实际使用外资1349.7亿美元， 同比增长
3%，实现逆势增长。

商务部数据显示， 来自发达经济体
的投资较快增长，英国、德国、韩国、日
本、 美国对华投资分别增长了150.1%、
79.3%、24.1%、13.6%、7.7%。

此外，利用外资结构持续优化，制造
业利用外资占比升至30.6%，高技术制造
业利用外资增长35.1%。

来之不易的成绩离不开高水平开
放。 据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介绍，
2018年，我国努力推进投资自由便利化，
推动修订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
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 提高投资促进水
平，引导外资更多投向现代农业、先进制
造、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加大
投资保护力度，加快专利法修订进程。

对外直接投资1298亿美元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对外
直接投资1298亿美元，增长4.2%。

据钱克明介绍， 我国对外投资结构
持续优化，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对“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56亿美元，增
长8.9%， 对外承包工程为东道国当地创
造就业岗位84万。

“一些国家相继加强对外国投资的
安全审查， 这给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
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钱克明说，下
一步，将继续鼓励引导有实力、信誉好的
中国各类企业， 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惯
例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电商扶贫成效积极
覆盖近九成国家贫困县

据储士家介绍，2018年， 电商进农村
综合示范新增贫困县238个， 已累计支持
737个国家级贫困县，覆盖率达88.6%，超额
完成年度计划。 电商扶贫频道对接贫困县
超过500个。此外，商务部还积极开展产销
对接扶贫，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72亿元。

他表示，2019年将力争实现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对具备条件的国家级
贫困县全覆盖，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
应有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76.2%
外贸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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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2月12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
宣传思想战线开展增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教育实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
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宣传思想战线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扎
实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践，以提高政治

能力为根本，以增强专业本领为关键，以锐
意创新创造为紧要， 以培养优良作风为基
础，推动队伍整体素质实现大提升。

黄坤明强调，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
践， 要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作为首要任务， 坚持系统
学、跟进学、联系实际学，坚持知行合一、学

用结合，切实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要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着力锻造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
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品格。 要积极适应时
代、 实践和人民的要求， 提高履行使命任
务、 推动事业发展的能力本领， 锤炼敢担
当、崇实干、善创新的优良作风，更好展现

新风貌、焕发新气象、创造新作为。
黄坤明指出，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

作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要加强组
织领导和工作指导，统筹安排、分类实施，
把解决思想上、能力上、作风上的问题同
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结合起来，确保教
育实践工作取得实效。

黄坤明在宣传思想战线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着力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推动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整体素质大提升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16 0 2 0 7 0 6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0546016.2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36 5 0 7
排列 5 19036 5 0 7 4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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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C罗时代，
卫冕冠军迎挑战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说起欧冠，人们总是习惯性看好皇马。自2010-2011
赛季以来，“银河战舰”从未缺席过欧冠半决赛，并且拿到
4座欧冠奖杯。但皇马取得这样的成就，不得不提“关键先
生”———“欧冠之王”C罗。葡萄牙巨星C罗2009年加盟皇
马，9年间在欧冠赛场轰入105球。 而把时间拨回到9年
前，没有C罗的皇马连续6年止步欧冠16强，被足坛戏称
为“欧冠十六郎”。

2018年7月，C罗转会尤文图斯。进入“后C罗时代”的
皇马欧战状态非常不稳定， 小组赛还遭到莫斯科中央陆
军队的“双杀”。尽管近段时间皇马在国内赛场有回暖的
势头，目前已重返西甲次席，但欧冠比赛不比西甲联赛和
国王杯，卫冕冠军会有怎样的表现难以预料。

C罗走后，皇马的进攻一直受到质疑，有人批评俱乐
部没能引进优秀的得分手。对此，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表
示，“无需收购球星，世界上最好的9号（本泽马）已在阵
中。”如果皇马能够在没有C罗的情况下打出让人信服的
表现，才意味着彻底摆脱了C罗的影响，不然恐怕还会有
不少的声音将皇马和C罗再次联系起来。

不过，好在卫冕冠军签运给力。这是1/8决赛看上去
悬念最小的一组对决，无论从实力还是经验上，皇马均占
据优势。时隔13年重返欧冠16强的阿贾克斯，队中有德
利赫特、齐耶什等多名年轻球员值得关注，球队如果抛开
压力享受比赛，说不定会给球迷带来惊喜。

� � � �北京时间14日凌晨4时，卫冕冠军
皇家马德里队将迎战时隔13年重返
欧冠16强的阿贾克斯队———

� � � �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为治好大
病不惜举家奔赴千里之外的三甲医院，是
不少家庭难以言说之痛。为优化医疗资源
布局，让患者就近看好病、少受奔波之苦，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医学
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实施方
案》，加快提升区域医疗服务保障能力。

方案提出，到2020年，根据需要，设
置相应专科的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 建成以国家医学中心为引领，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骨干的国家、 省、地
市、县四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方案还明确了各专业类别的国家医学
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目标：2019
年，完成神经、呼吸和创伤专业类别的国家
医学中心和儿科、心血管、肿瘤、神经、呼吸
和创伤专业类别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
2020年，完成妇产、骨科、传染病、口腔、精神
专业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和妇产、 骨科、传
染病、老年医学、口腔、精神专业类别的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设置。

我国将加快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

让患者少受奔波之苦

� � � �综合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北京同
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12
日发布公告， 披露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对“蜂蜜事件”的处罚结果，并责成所
属北京同仁堂蜂业有限公司（下称同仁
堂蜂业）立即对涉事产品依法召回，对相
关经销商按照合同承担责任， 并对事件
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经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市场监管局调
查认定，同仁堂蜂业部分经营管理人员在盐
城金蜂进行生产时，存在用回收蜂蜜作为原
料生产蜂蜜、 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行为，违
反了《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对此处以罚款
人民币14088266.1元。

经北京市大兴区食药局调查认定，同
仁堂蜂业2018年10月起生产的涉事蜂蜜
中，有2284瓶流入市场，按照《食品安全法》
有关规定，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11740.88
元，没收蜂蜜3300瓶。同时吊销同仁堂蜂业
食品经营许可证， 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
五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有关
涉事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
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或者从事食品
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此次共问责处理14名个人，包括书面检
查1人，给予开除党籍1人，撤销党内职务（政
务撤职）1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人，政务记
大过处分1人，诫勉问责1人，其他5人分别给
予降职、免职、解除劳动合同、调离岗位等相
应处理。上述党纪政务处分已于2月3日前全
部执行完毕。

同仁堂“蜂蜜事件”处理结果公布：

罚款1408万余元
14人被问责

新
华
社
发

� � � �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借炒作所谓“网
络窃密”和黑客攻击问题抹黑中国，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和
双边关系的言行。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期有报道称，一
些为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黑客入侵了挪威软件公
司，称这是中方发起“云端跳跃”全球黑客行动的一部分，
目的是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另据报道，澳大利亚正
就其国会网络被黑客攻击调查是否与中国有关。 挪威情
报部门也报告称，俄、中可能对挪发动复杂的互联网攻击
行动。中方对上述报道有何回应？

华春莹说， 这些报道无非是个别国家抹黑中国的系
列行动之一。关于网络安全问题，中方一向认为，网络安
全是全球性问题，事关各国共同利益，需要国际社会共同
维护。真正长期关心网络安全问题的人应该不会忘记“棱
镜门”事件，也应该听说过“方程式组织”，更应该知道个
别国家研发进攻性网络工具引发的“想哭”勒索病毒肆虐
全球，这些事件为全球网络安全都敲响了警钟。

“需要强调的是，网络空间虚拟性强，溯源难，行为体
多样，在调查和定性网络事件的时候应拿出充分的证据，
而不能无端猜测，更不能乱扣帽子。”她说。

华春莹说，中方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坚决反对
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窃密活动。 中方倡导国际
社会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合作共同
应对网络安全威胁。不负责任的指责、施压和制裁只会加
剧网络空间紧张对抗， 毒化合作环境。“我们敦促有关国
家停止借炒作所谓‘网络窃密’ 和黑客攻击问题抹黑中
国，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和双边关系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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