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印度总统科温德25日正式任命莫迪为新一届
联邦政府总理，同时要求莫迪提名内阁成员。印度
总统府2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一消息。莫
迪随后发表公开讲话， 确认将开启他的第二个总
理任期，表示新政府将努力实现所有人的梦想。

印度总统任命莫迪
为新一届联邦政府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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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奔流天地宽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一

� � � � 美方近期再次挥舞关税大棒，
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 一些美国
政客放言， 如果贸易战都阻止不了
中国经济发展， 那还有什么能够阻
止呢？

事实胜于雄辩。当一些人重提“唱
衰”中国的老调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亮丽表现给出了有力回击———

今年以来， 尽管美方密集动用
贸易霸凌和极限施压等手段， 中国
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 社会大
局保持稳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今
日之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定力、韧性
和活力。

犹如浩浩荡荡的长江水， 礁石险
滩挡不住其奔腾向前。 站在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的新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近14亿中国人
民劈波斩浪、奋勇向前，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势不可挡。

大潮奔涌逐浪高
———直面困难挑战 彰显中国定力

“中国经济注定是卖空者的噩梦。”美
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近日刊文说。

这种感慨不无道理。 一些美国政客声
称， 美对华加征关税将导致一些企业离开
中国，并认为，当前美国经济“非常棒”，中
国经济“并不好”。

事实，恐怕要让那些陶醉在“胜利”幻
象中的人失望了———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4%，外汇
储备余额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 前四个月，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 新增城镇就业
459万人……尽管运行态势“稳中有变”，中国经
济基本面依然遒劲岿然、扎实牢固。

中国为什么行？研判经济形势，不仅要
看短期数字，更要拨云见日看大势。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从经济处于崩溃
边缘的危境中化茧成蝶， 发展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年均经济增长9.5%，远高于同
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 创造累
计减贫7.4亿人的奇迹，近年来对世界经济
增长贡献率约30%。

中美经贸摩擦一年多来， 中国经济总
量去年底已突破90万亿元，人均GDP接近1
万美元，外贸进出口总值超30万亿元，创历
史新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六成，
经济运行依然稳中有进， 在高质量发展道
路上行稳致远。

在世界经济阴云密布的背景下， 逆风
飞扬的中国经济令世界瞩目。

与再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相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9年中国经
济增长预期从6.2%上调至6.3%， 成为全球
唯一上调今年增长预期的主要经济体；全
球知名指数编制公司明晟日前也宣布，将
26只中国A股纳入明晟中国指数。

“世界需要中国，全球经济增长离不开中国
的持续发展。”IMF总裁拉加德如此评价。

一年多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从抓好“六稳”到坚
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推动高质量
发展到拓展多元市场，中国经济迎难而上，
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态势。

大江奔流开新路。

历史已经证明， 中国经济完全能够在
风雨中成长壮大。 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
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
舍的，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和
勇气干出来的。

现实还将证明， 在风雨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经济，一定能经受住各种挑战洗礼，绽
放新的光芒。

会当水击三千里
———激发转型动力 彰显中国底气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
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面对
美方蛮横打压，5月17日凌晨， 华为毫不畏
惧，毅然宣布启用“备胎”芯片。

75岁的华为公司创始人、CEO任正非，
在众多媒体面前表示，要拥抱世界，依靠全
球创新。即使财务上受到一定挫折，也不会
影响企业的科研投入。

华为是中国企业砥砺奋进的一个缩影。
中流击水,奋楫者进。应对挑战，中国经

济有迎难而上的底气、有长风破浪的后劲。
这份底气和后劲， 源自新旧动能加速

转换———
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阿里达摩院……

2018年，浙江杭州，多个体制创新的科研载
体全面崛起。当年，浙江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3187家、科技型小微企业10539家，研发经
费支出占比达到2.52%。

千里之外，辽宁沈阳。同样是2018年，
这座东北老工业重镇就新增72个省级重点
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
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 全市各类
科技创新平台达到1251个。

放眼全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为抓手，一幅幅腾
笼换鸟、凤凰涅槃的画卷正渐次铺展。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继续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整体增速。而去年全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中国创
新指数在全球排名上升至第17位。

这份底气和后劲， 源自不断拓展的区

域发展新空间———
5月2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南昌

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提高关键领

域自主创新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承接
新兴产业布局和转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坚
持绿色发展、做好民生领域重点工作、完善
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8点意见，为中部
地区崛起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今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等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宏
大格局加速成形，发展新空间不断拓展。

这份底气和后劲， 源自潜力巨大的国
内市场———

每小时就能新诞生约750户企业，创造
超过1500个就业岗位，外贸进出口值超过5
亿美元， 百姓花费43亿元用于购物和餐饮
消费……如今“1小时中国”的惊人数据，显
示出大国经济的底蕴， 这是中国经济能够
“变中取胜”的活力所在。

当前，中国有近14亿人口、近9亿劳动
力、8亿网民、1亿多户市场主体……动辄以
“亿”来计量的市场空间，亿万人民的创新
创造，凸显出大国经济特质，这是中国经济
能够“变中取胜”的底气所在。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
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
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在，中国永远在！

直挂云帆济沧海
———顺应时代潮流 彰显中国力量

“我们计划再投资6亿元人民币，在武
汉新建一座合资工厂， 我们有信心很快让
这个投资项目落地。”

本周落幕的第十一届中国中部投资贸
易博览会上，英国石油公司（BP）透露的这
一投资计划，与不少外商不约而同。

尽管贸易摩擦阴云笼罩， 但是外商并没
有因此离开中国市场。 相反， 他们正自东向
西，逆流而上，将目光从传统的中国东南部沿
海地区投向长江经济带的中上游地区。

本届中博会签订利用外资项目51个，合同
金额达104.66亿美元。外商投资的热情，不仅印
证了中国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更让世界感受
到中国经济蕴藏的巨大潜力和机遇。

今日之中国， 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
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谋定
而后动，厚积而薄发。

中国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与不可
逆转的全球化大潮不谋而合。

回顾过去， 全球化帮助缩小了贫富差
距， 让经济欠发达国家有机会参与全球竞
争合作。

放眼未来， 全球化还将继续让各国拥
有更加公平的机会参与全球财富再分配。

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扩容自贸试验区、出台外商投资法、缩
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这些实实在在的
举动，印证了中国向世界兑现开放承诺、走
合作共赢道路的决心和行动。

今年1至4月， 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超过1.3万家，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4.3%，其中
对欧盟、东盟等出口都出现大幅增长。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上，中国又向世界推出五大开放新举措。
与会各国工商界人士签署了640多亿美元
的项目合作协议， 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

“蛋糕”越做越大。
中国和美国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

者。然而，与中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推动合作共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美方大
搞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肆意挥舞关税大
棒，殃及世界经济。

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 与历史大势相
悖、逆时代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前进的滚
滚洪流所淘汰。

“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
才能与时代同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振聋发聩。

向着广阔无垠的太平洋， 万里长江奔
腾不息。一个开放包容、自信自强的中国无
惧风雨、砥砺前行，必将为世界带来更大机
遇，与各国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 � � �据媒体报道，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
的“车载水解制氢”系统可“实时制取氢”，并且
在南阳试制了“车载水解制氢”氢能源汽车。24
日，记者在河南南阳实地走访，看到了那辆“水
氢发动机车”。

相关项目负责人对记者介绍，技术的基本原
理是“铝合金粉末+催化剂+水”反应制氢。“在催
化剂作用下，‘制氢材料’与水反应产生氢气，氢气
通过氢电堆产生电，给电机供电，驱动车辆行驶。”
他还称，目前，加100公斤的“制氢材料”、300升的
水，汽车可以跑300公里。

针对公众对“车载水解制氢”技术的质疑，
记者采访了行业专家。

国家新型储能电池与材料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秘书长、四川省电子学会新能源专委
会主任委员吴孟强称，“催化剂”只能改变反应
历程，可提高产氢速率、效率，但不能提供额外
的能量。他认为，即使通过水解反应提供氢，但
供氢效率是否足以成为汽车能源也需要验证。

该技术宣称能攻克现在公认的车载实时
供氢技术难点，对此，国家新能源车技术创新中
心燃料电池领域技术人员认为其中难点有三：一
是要控制产氢速率和气量以匹配燃料电池端需
求； 二是对氢气的纯度和成分有相应的要求；三
是压力指标是否符合燃料电池的要求，同时考虑
反应热的问题；这些难点都是在实际工程应用中
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南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蒋璞表示，不论
是研发还是试验，该车都只是样车，还需不断通
过技术创新，进一步改造提升，目前车可以开着
跑，但还未具备批量生产的条件。

“车载水解制氢”技术是否可以实现

可以开着跑，条件“还不够”

� � � �针对网上流传的“南阳市政府出资40
亿元支持企业”问题，南阳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主任乔长恩说，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
市委市政府非常慎重。“市里的财政状况我
们是非常清楚的， 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一下
子砸进去。”

26日， 南阳高新区管委会回应相关问
题时表示，目前项目尚未立项，没有实质性
启动，不存在40亿元投资问题。

但据记者了解， 南阳与庞青年存在其
他资金关联。

一是成立合资公司。2018年11月27
日，南阳高新区投资有限公司、金华市青动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南阳洛特斯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亿元，其
中南阳方面认缴出资金额9800万元，占股

49%。据了解，金华市青动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与青年汽车集团存在密切关联。

二是购置72台氢能源公交车。 据南阳
市政府采购网的成交结果公告显示， 南阳
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今年4月采用单一来源
采购的方式，以单价120万元，总金额8640
万元向南阳洛特斯采购了72辆氢能源公交
车。

采购公示在解释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
式的原因时， 一是称南阳洛特斯是南阳市
政府和金华青年汽车集团共同投资80亿元
合资组建的客车生产企业； 二是称南阳市
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宛政纪〔2019〕4
号），同意购置服务“南阳2019月季洲际大
会”所需的72辆公交车，所购车辆优先购买
南阳洛特斯生产的新能源公交车。

除了资金， 南阳是否对南阳洛特斯有
土地和厂房等优惠政策支持？ 南阳市政府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相关项目占地1000
亩，刚开始规划，征地完成了一半多，还没
有开始建设。记者实地走访看到，目前，南
阳洛特斯工商登记的地址———南阳高新区
中关村科技产业园A1楼7楼， 房间为闲置
状态，玻璃门紧锁，屋内空无一物。南阳洛
特斯目前租用了位于南阳市中州西路的一
处厂区。

记者现场看到，厂区空地上停了3辆白
色物流车，其中1辆正是备受质疑的“车载
水解制氢”汽车。据记者了解，目前厂区仅
此一辆。在厂房的总装车间，记者见到两条
生产线， 分别是自带储氢罐的氢能源公交
车和物流车生产线，而非“车载水解制氢”
车。据南阳洛特斯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南阳
厂区尚未交付过氢能源公交车和物流车。

政府是否投入巨资 项目尚未立项，不存在“40亿元”

� � � �很多网民质疑该项目背后的青年汽车
集团是一家严重失信企业。记者调查发现，
青年汽车集团以及其负责人庞青年， 近年
来确实多次发生失信问题。

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 庞青年
近年来被浙江、河南、山东、宁夏、陕西、贵
州、江苏等地的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

包括青年汽车集团在内的部分企业多次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企业， 其中多处失信行为
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除信用污点外，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2017年因“实际安装电池容量小于公告容
量”等违规行为，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行政处罚。

对庞青年及其企业的信用污点， 乔长恩
表示，在招商引资前是“掌握这个情况的”。

据记者了解， 此次并非南阳首次招商
引入有污点的企业。 据南阳市交通运输局
官网消息，2016年5月21日， 南阳市政府与
巴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京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计划投资人民币100亿元用于巴铁应
用线的建设、机车购置、站台建设等。

（据新华社郑州5月26日电）

企业是否存在严重失信问题 并非南阳首次招商引入“污点企业”

———唯我独尊必将失败

玩弄强权
注定失道寡助
钟声

西方有句谚语：自知之明是最难得的知识。然
而，美国的一些政客就是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世
界大势，硬要走唯我独尊、强权政治的老路。

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这些人从未将其他国
家的利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放在心上。他们
以“对华贸易吃亏论”为借口挑起贸易战，却闭口不
谈美国长期从对华贸易中获得的巨大利益； 他们把
别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挂在嘴边，却闭口不谈自
己遍布全球的情报网络； 他们大肆抨击世贸组织等
国际组织， 却讳言自己就是当下全球治理体系的主
要创立者和最大受益者……对于贸易战，美国总统
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更是露骨地说，“由于美国拥
有远远大于其他国家的实力， 其他国家不敢 （对美
国）采取报复性措施”。这样的狂妄和嚣张，让人看清
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套说辞背后的真实货色。

支撑唯我独尊、恣意妄为的，是赤裸裸的霸权
主义逻辑：美国定下的规矩就是全世界的法律，为
了确保美国的利益，其他国家必须无条件让步。从
美国副总统彭斯抛出“中国经济侵略论”，到白宫
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荒谬宣称中国商品正
在抵押“美国的未来”，再到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
班农叫嚣 “中国出口过剩掏空美国中西部工业地
区”……这些“手拿锤子”的美国政客，把正常的经
济往来也视为钉子， 看不得中国人民也能和美国
人民一样过上富足的日子。在“美国优先”的大旗
下，美国一些政客无法按捺内心的躁动，甚至不时
向盟国发起攻势。人们注意到，不久前德国总理默
克尔坦承，“战后秩序的确定性”开始瓦解，和美国
总统的关系更加紧张了。美国已成为全球对手。

时至今日，为什么美国一些政客还沉浸在“天
选之国”的迷思当中？还在做着“山巅之国”美梦？根
本原因还是他们依旧信奉着那套 “强权即真理”的
旧观念，对世界的印象还停留在“丛林法则”的旧时
代，对国家间关系还秉持着“文明冲突”的旧思维。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总是自诩为国际
秩序的监护者、国际关系的裁判人。在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不可阻挡的
今天， 他们仍幻想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仍
要把全世界当成是自家的后花园，以为可以横行霸
道、为所欲为，甚至妄图以“美国优先”阻挡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潮流。

如今，美国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行径已经引发
国际社会公愤。 倍感压力的美国企业也纷纷作出调
整，哈雷摩托等“美国制造”“逃离”美国，埃克森美孚
和特斯拉等纷纷到中国建厂……美国唯我独尊，在
全球大搞霸凌主义，许多时候不过是一厢情愿。美国
学者斯蒂芬·罗奇指出，2018年，美国同世界上102个
国家之间存在贸易逆差， 反映了美国国内储蓄极度
不足———这是国会和决策者草率批准预算赤字造
成的。更多学者指出，美国国内的不平等源于其错误
政策，而不应指责经济全球化。遗憾的是，美国一些
政客讳疾忌医，自己给自己开错了药方，硬把他国说
成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障碍。把脏水往别人身上
泼，这样的偏执和任性不仅是在转嫁国内矛盾，更会
蒙蔽自己的双眼，错过自我改善的时机，导致误国误
民。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所说，一些政客和政
策制定者正在主动促成美国的衰落，这些人“出于对
臆想中的衰落的恐惧，很可能贸然采取相应对策，把
一个超级大国引上自杀之路。”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 没有哪一个国家甘于仰
人鼻息、任人摆布。相互尊重、坦诚合作、互利共赢，方
为各国应有的相处之道。当然，让一些傲慢固执的美
国政客明白这一点，恐怕还是很难的。好在现实不会
说谎、公道自在人心。中国有个成语叫“强极则辱”。任
何一个国家， 不走合作共赢的道路而醉心 “零和博
弈”，不遵公平竞争的规则而痴迷打压别国，不顾经
济全球化的潮流而选择保守主义， 到头来只会四面
树敌、到处碰壁。唯我独尊、逆势而动只会损耗一个
国家的实力，使其更加快速地从高台上跌落下来。翻
一翻历史教科书，这方面的例证实在是太多了。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载5月27日《人民日报》）

新华简讯

� � � �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队25日发表声明
说，利政府军的战斗机25日对“国民军”阵地发
动数次空袭。声明说，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空
军当天对“国民军”在首都的黎波里南部的阵地
进行6次打击，同时政府军在地面进攻中夺取数
个“国民军”阵地，并缴获数辆军车。

利比亚政府军空袭“国民军”阵地

� � � �美国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市25日凌晨发生一
起枪击事件，致10人受伤。当地警方通报说，枪击发
生在特伦顿北部一处酒吧外，2名枪手从车内向人
群射击，随后驾车逃跑，目前下落不明。

美新泽西州枪击事件致10人受伤

� � �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消息， 秘鲁
东北部当地时间26日凌晨2时41分 （北京时间
15时41分） 发生7.5级地震， 目前尚无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均据新华社5月26日电）

秘鲁东北部发生7.5级地震

三问南阳“水氢发动机”项目

� � � �近日，“水氢发动机在南阳下线”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质疑。针对公众关
心的几个核心问题，记者实地采访了相关政府部门、企业以及行业专家。

� � � �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总部，“云轨”列车在运行调试中（2018年11月30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