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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出席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 剖析中国经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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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世界经济风险之源
【谈中国经济走势】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现在中国经济的走势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但稳中有
难，总体是机遇大于挑战。
◎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实现制造业从粗
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升级发展，和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到消
费与投资协调拉动的转换，是一个充满阵痛、十分艰难的过
程，这期间经济增长难免有波动起伏，这是调整转型时的一种
正常现象，用中医说是“脉象”。
◎中国创新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有不少，就像
下围棋一样，既落好眼前每个子、有针对性地出招，顶住当前经
济下行压力，又要留有后手、谋势蓄势，以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健
康发展。
◎中国地域幅员辽阔且产业类型多样，
东方不亮西方亮、
这
业不兴那业兴。中国经济的支撑并非独木一根，而是四梁八柱，
具有很强的抗冲击能力和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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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
副代表张向晨 10 日说，中
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严格
依法办案，对所有市场主
体一视同仁。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
工商总局等中方反垄断执
法机构10日与美国工商界
代表就反垄断执法问题举

行对话会。张向晨在对话
会上说，
目前已查处的垄断
案件，
涉及的大多数是中方
企业，
不存在专门针对外资
和境外企业的选择性执法
问题。在允许外国法律顾
问旁听有关会议方面，
中方
还做出了针对外资企业的
灵活调整。
据新华社

【谈对世界经济影响】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源
◎中国不是世界经济风险之源，而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
源之一。
◎中国游客出国既“游”且“购”，这说明中国的老百姓对经
济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因为中国人有量入为出的传统，如果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是不敢消费的。

【谈金融市场动荡】保持金融市场稳定成为当务之急
凡扫 描 二 维 码 订 阅
东方今报均有豪礼相赠

商务部：
不存在针对外资选择性执法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已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产生
影响。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协力保持金融市场稳定，
促
进全球经济重回健康增长轨道，
已成为当务之急。

【谈国际产能合作】中国绝不主张打货币战
◎我们提出建设
“一带一路”，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就是要进
一步扩大中国的开放，
就是要重塑有利于发挥各国比较优势、
更
加均衡和普惠的全球产业链，
打造互利共赢、
包容共进的世界发
展和利益共同体。
◎目前世界各国处在不同发展阶段，
通过国际产能合作，
不
仅可以有效对接各方供给与需求，而且可以用供给创新带动需
求扩大。这就好比凸透镜聚光，
把各方供给与需求聚焦，
把各方
利益交汇，从而凝聚起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动能。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一举多得、三方共赢之道，
得到越来
越多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响应，
我们愿在其中发挥承上启
下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中国绝不主张打货币战，
我们讲国际产能合作，
难免有竞
争，但是如果我们合作起来，合作大于竞争，我们的共同利益远
远大于我们之间的竞争。

【谈“双创”
】是促进社会公正的有效途径
◎创业企业扮演着新领军者的角色，向人们展现着未来经
济发展的希望，也是在参与描绘中国和世界增长的新蓝图。
◎正是大众的创业和创新精神，使我们增强了克服时艰的
信心。我们有能力实现今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
务，并为未来打下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双创”也是收入分配模式的重大创新。千千万万人靠
创业创新增收，更好地发挥了“一次分配”作用，初步探索了一
条中国特色的众人创富、劳动致富之路，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分
配格局。
◎“双创”是促进社会公正的有效途径。无论什么人，只要
有意愿、有能力，
都可以靠创业自立、
凭创新出彩，
都有平等的发
展机会和社会上升通道，
更好地体现尊严和价值。
——世界经济论坛 2015 年新领军者年会（第九届夏季达沃
斯论坛）10 日上午在大连开幕，本届年会的主题为描绘增长新
蓝图。李克强总理出席开幕仪式发表特别致辞，进一步剖析了
中国经济走势与双创的意义等内容。
新华网

解放军今起
在台湾海峡实弹军演 3 天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
息，解放军 9 月 11 日至 13 日
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射击军
事演习，射击高度 8000 米。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9 月

审计署 10 日发布的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地下电站竣工财务决算草
案审计结果》公告显示，
该
工程竣工财务决算草案多
计投资 33785 万元。
审计同时发现，设备
物资采购、工程施工、技术
咨询服务等未依法依规招

标 ，涉 及 合 同 金 额
154271.72 万元。审计署
此前对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
司的审计中曾多次指出这类
问题，
但本次审计仍然发现。
审计还发现，工程建
设管理不严格，导致增加
投资 1965.51 万元。
据新华社

我国将在中越边境组织排雷
经国务院、中央军委
批准，我国将在中越边境
组织实施排雷作业，对雷
区予以排除。
这次排雷将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防城港、崇左、百
色三市和云南省文山、红
河 两 州 的 13 个 边 境 县
（区）进行，由广州军区、成
都军区组织广西军区、云

南省军区，会同广西壮族
自治区、云南省人民政府
组织实施，预计 2017 年底
完成。
在此期间，如需临界
组织排雷爆破作业，军地
相关部门将按照中越两国
两军有关协议规定，适时
向越方通报情况。
据新华社

郭美美因开设赌场罪
被判刑 5 年罚金 5 万
备受关注的郭美美案
10 日在京一审开庭。法
庭当庭宣判，以开设赌场
罪判处郭美美有期徒刑 5
年，
并处罚金 5 万元。
起诉书指控，郭美美
先后伙同赵晓来、康奈德、
吕某、陈某等人，
在北京市
朝阳区某国际公寓房间内
开设赌场，组织多人以
“德
州扑克”
方式进行赌博，
涉
及赌资数额共计超过 200
万元。应当以开设赌场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面对起诉书指控的开
设赌场罪，郭美美表示
“不

认可”
。她认为，
自己构成
的应该是赌博罪。
经过举证、质证等环
节，公诉机关发表公诉意
见指出，郭美美在庭上翻
供行为，对是否办理银行
卡、介绍盘局规则出现前
后不一致的回答，表明其
推脱责任和拒不认罪的态
度，
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在最后陈述阶段，郭
美美说 ：
“ 我知道自己错
了，
很后悔，
希望法庭念在
我第一次犯错，
不懂法，
能
对我轻判。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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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应询时表示：据了解，近
日，福建省军区部队将在近岸
海域举行一次例行性实弹射
击训练。此次训练是根据年
度计划安排的。
新华网
2015 年 9 月 11 日

三峡工程地下电站
被审计出多计投资 3.38 亿

星期五

◎新疆兵团党委原常委宋志国涉
受贿罪被逮捕
人民网
◎天津港爆炸遇难者升至 164 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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