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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

国际时讯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安蓓 赵超）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召开促进民间投资培育
新动能发展新经济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持
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推
动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鼓励和引导民间
投资持续健康发展。

发展改革委表示：下一步还将发挥好中
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支持鼓励社
会资本参与重点领域建设；加大专项建设基
金对民间投资支持力度，帮助民营企业基金

项目落地；继续大力推进PPP模式。
发展改革委认为：前4个月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积极变化不断累积，主要
经济指标符合预期。投资形势有所好转，前4
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5％，基
础设施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
持续回升，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大幅增加，
为补短板、调结构、培育新动能、确保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
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还不稳固，供给侧、结构

性、体制性矛盾仍然突出，制造业投资增速低
位运行，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要高度重
视、深入分析，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努力促进
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

发展改革委强调：要下大力气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去产能，多措并举
降成本，全力以赴补短板，切实做好去库存、
去杠杆相关工作。同时要开拓投资新领域，
努力使投资起到补短板、调结构、培育新动
能的“一石三鸟”作用；注重挖掘消费新需

求，进一步推动消费稳定增长；推进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着力优化创
业创新环境，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努力
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全力抓好“一带一路”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
大战略”和双创、新型城镇化、国际产能合作

“三大任务”，加快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
和增长轴带。与此同时，坚持底线思维、忧患
意识，充实政策储备，加强预期引导，增强市
场信心。

我国将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

新华社华盛顿电（记者周而捷）美国国会参议院
17日一致通过一项法案，允许“9·11”事件受害者及其
亲属起诉沙特政府。奥巴马政府当天重申反对该项法
案。

这项法案由民主和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提交，拟允
许美国本土恐袭受害者及其亲属通过美国法庭起诉涉
嫌支持恐怖主义的外国政府。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将
交由众议院审议。

“9·11”恐袭事件发生后，有受害者亲属坚持认为，
“基地”组织获得来自沙特的资助，沙特政府必须就袭
击承担责任。此外，袭击事件的19名参与劫机者中有
15人据称为沙特人。“9·11”袭击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
因此在美国法院起诉沙特政府并索赔，美国法院则以
沙特政府享有主权豁免权为由驳回诉讼。沙特方面也
一直否认与袭击事件有关。

美参院通过法案允许
“9·11”受害者起诉沙特政府

新华社伦敦电（记者夏晓）最新一项针对英国国际
学生的调查17日显示，如果英国退出欧盟，英国大学
的吸引力将下降。

调查数据显示，除极少数参与者回答“不知道”以
外，47％参与调查的学生认为英国脱离欧盟将降低英
国大学的吸引力，17％认为会增加吸引力，另外35％
认为没有区别。

调查援引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的数据，2014－
2015年超过24万国际学生到英国留学，其中包括6万
欧盟学生和18万非欧盟学生。调查称，这意味着约有
11.3万名国际学生可能因英国“脱欧”而不再倾向选择
留学英国。

除了学生人数受影响以外，大学学费收入也将相
应下降。调查表明，英国大学每年至少损失6.9亿英镑
（约合65亿元人民币）学费，这还不包括国际学生带来
的其他消费。

调查显示“脱欧”
将降低英国大学吸引力

新华社东京电（记者许缘）日本内阁府18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受国内个人消费增长明显提振，今年一季
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0.4％，按年率计
算上涨1.7％。

数据显示，一季度内需和外需均为日本GDP增长
贡献了0.2个百分点。其中，当季占GDP比例高达60％
的国内个人消费上涨明显，环比涨幅为0.5％，较去年
四季度的环比下滑0.8％有大幅提高。

进出口方面，主要受来自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外
国游客在日消费大幅增长刺激，一季度日本出口环比增
长0.6％；而在国际油价自年初以来暴跌的影响下，当季
日本进口环比下滑0.5％，为连续两个季度环比减少。

日本一季度GDP环比增0.4％

新华社法国戛纳电（记者张雪飞 张曼）今年第69届
戛纳电影节期间，中国馆第一次正式进驻电影节国际村。
中国电影基金会副理事长阎晓明17日在法国戛纳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戛纳电影节国际村是各国展现电
影软实力、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利于帮助有才华
的中国青年电影人走上国际舞台。

戛纳电影节国际村设立于2000年，国际村内每个
国家只能由一个具有官方背景或极高行业影响力的电
影机构或公司代表设立国家馆。与电影节的电影市场
不同，国家馆内不进行任何商业交易，主要举办一些与
国家、地区或世界范围内电影行业发展相关联的专题
活动。

代表中国进驻国际村的是中国电影基金会下属的
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13日至17日，中国馆组织
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电影的主题论坛、座谈会和推介活
动等，吸引了众多中外电影人，其中包括多位国际电影
节选片人。

中国馆首次进驻
戛纳电影节国际村

5月1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撰写报告的美国国
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下设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委员
会主席弗雷德·古尔德在发布会上讲话。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 17 日发布报告
说，转基因作物可安全食用。但报告也指出，转基因技
术并未像其支持者宣称的那样可显著提高美国玉米、
大豆与棉花的增产率，同时野草与害虫的转基因抗药
性正在成为“重大农业问题”。新华社记者 鲍丹丹 摄

美报告说转基因作物
可安全食用但无助提高增产率

▲5月18日，人们在南京博物院观看明代鎏金藏式佛塔。当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
题是“博物馆与文化景观”，人们纷纷走进博物馆，感受自然与历史的魅力。 新华社发

▶这是5月17日在美国纽约的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内拍摄的《古滕堡圣经》。摩根图书馆
与博物馆位于纽约麦迪逊大道上，是著名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儿子小摩根成立的图
书馆与博物馆。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的收藏以书籍手稿为主，包括许多中古插图手稿，以及西
方印刷书籍刚问世时的珍贵版本，其中《古滕堡圣经》就有三本，此外还有许多著名作家、音乐
家的手稿，画家的素描作品，以及不同时期的书籍装帧等。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走进博物馆 感受历史魅力

▲5月17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人们在埃及国家博物馆内参观。埃及
国家博物馆位于埃及首都开罗市解放广场附近，是世界闻名的大型博物
馆之一。博物馆内藏有十几万件文物，是世界上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收藏
古埃及文物的博物馆。石碑、珠宝、棺木、木乃伊……馆内的每一件展品都
有着一段令人着迷的历史，静静地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痕迹。新华社发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屠国
玺）记者从 18 日在兰州召开
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与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治理现场经验
交流会了解到，今年我国地质

灾害防治形势严峻。截至目
前，全国已发生地质灾害711
起，造成70人死亡失踪。与去
年同期相比，分别增加1倍和
2倍。

我国今年已发生地质灾害711起
造成70人死亡失踪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王珏玢）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朱茂炎研究员课题组在一
项最新研究中发现了距今15.6亿年、个体长30厘米以上
的大型多细胞生物化石群。这是地球早期生命演化研究
领域中的重大发现，将地球上大型多细胞生物的出现时
间提前了将近10亿年。

朱茂炎介绍，此次发现的大型多细胞化石群位于河
北省迁西县和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地处燕山山脉南麓。
该地区有距今15亿年前后的“中元古代”沉积岩石地层，
是全球范围内揭示该时期地球演化奥秘的经典研究地区
之一。最新发现的化石群以灰褐色有机碳质膜的形式保
存在岩石中，包括带状、舌状、楔形和长卵形等多种形态
的化石。其中一种最大的舌形化石长28.6厘米、宽近8厘
米；另一种带状化石长30厘米以上、宽4.5厘米；部分标
本还可明显看见底部固着器官。同时，在含有大化石群的
岩石中，还发现了保存精美的生物多细胞组织碎片。综合
分析化石形态、多细胞组织结构等生物学特征，并与现代
海洋带状藻类生物进行比较，研究者认为，这些化石是一
类具有形态分异的多细胞藻类生物，它们可能通过光合
作用固着生活在距今15.6亿年前的浅海中。

包括生命起源在内的地球早期生命演化，是现代
自然科学最受关注的谜题之一。目前地球上发现生命
迹象的最早记录已推进到距今约 40 亿年前，但迄今
的研究表明，生命出现后很长时间，一直以肉眼不可
见的微型、简单形式存在。直到距今 6 亿年前后，多细
胞生物才发生大辐射，动物开始在地球出现并随之发

生快速大爆发，这就是标志复杂生物多样性开始的
“寒武纪大爆发”。在此之前，特别是距今 18 亿至 8 亿
年这段时间，地球表层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
维持在近乎不变的“稳定”状态。这个长达 10 亿年的
地球时期，被学术界称之为“枯燥的 10 亿年”。

“此次发现的化石群表明，‘枯燥的10亿年’可能并
不枯燥，当时的海洋已经出现高30厘米、宽8厘米的多细
胞藻类生物。”朱茂炎说，据此还可推测，伴随这种生物演
化水平，当时地球环境同样应该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此次
新发现不仅改变了以前关于地球生命早期演化的既有认
识，也为重新从不同角度探索距今18亿年至8亿年的地
球提供了新思考。

这项研究成果已于18日在线发表在权威杂志《自然
—通讯》上。

中科院南京地质所称
发现地球上“最早的”大型多细胞生物化石群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王优玲）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
丹阳17日说，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转移应该有差异
化政策。这种政策应当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严格控制环
保标准，严格市场准入条件。

沈丹阳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加工贸易从
沿海向中西部的转移既包括中西部直接吸引境外投资，
也包括从东部承接转移。现在东部加工贸易正在转型升
级，一部分产业向周边国家转移。“我们希望东部地区
转移的这部分能够更多地向中西部去，向境外的转移少
一点、慢一点，尽可能把加工贸易留在国内，把根留
住。”

加工贸易企业在全球范围来看像“候鸟”一样寻成
本洼地而居，在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加工贸易总是在
不同的地区发展和转移。沈丹阳说，加工贸易占我国对
外贸易规模的比重一度达到53％左右，而现在这个比

重大幅下降到30％左右，这也是现在对外贸易总规模
增速相对比较低迷的重要原因。

最近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若干意
见》，提出要多措并举，促进外贸创新发展，努力实现
外贸回稳向好。沈丹阳说，意见中一个方面的措施是
关于加工贸易的，把加工贸易发展和对加工贸易的支
持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这反映出国家对现阶段加工贸
易发展的特殊重要地位、特殊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他说，新出台政策从国家层面明确对加工贸易
企业用地、用电支持，很受欢迎。比如，中西部地
区要加大对加工贸易用地保障力度，东部地区加工
贸易梯度转移腾退用地经批准可以转为商业、旅
游、养老等方面的用途。“我们希望加工贸易有相当
一部分，特别是有条件转型升级的部分，在国内得
到更好发展。”

商务部：引导加工贸易
向中西部转移应有差异化政策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王优
玲 王希）国家统计局18日发
布了 4 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
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国家统
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
伟对此解读说，4月份我国房
价总体继续上涨，上涨城市个
数继续增加，但城市间涨势出
现新变化。

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4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
65个，比上月增加3个，下降的
城市有5个，比上月减少3个。

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

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分
别有46个和47个，分别比上
月增加6个和1个；下降的城
市分别有23个和22个，分别
比上月减少6个和1个。

刘建伟说，三线城市涨幅
开始扩大。其中，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的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
环比涨幅均双收窄，深圳二手
住宅价格环比甚至出现下降，
而部分二线城市环比涨幅比
上月进一步扩大，有些已超过
一线城市涨幅。

国家统计局发布4月份70个大中城市
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胡
浩）为缓解我国儿童医疗卫生
服务资源短缺问题，国家卫生
计生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
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儿童医疗
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
见》。意见提出系列改革举措，

并明确了到2020年每千名儿
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
到0.69名等具体目标。

意见提出了儿科医务人
员培养的具体举措：一是推进
高等院校儿科医学人才培养。
二是扩大儿科专业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规模。三是加大儿
科医师转岗培训力度。

六部委合力补儿医“短板”
2020年每千名儿童将有儿医0.69名

新华社天津电（记者周润
健）“小满小满，麦粒渐满。”5
月20日迎来农历二十四节气
中的“小满”。

专家表示，该节气是收获
的前奏，夏收、夏种、夏管“三
夏”大忙的序幕从此拉开，是
农民一年中繁忙的季节。

20日小满：小麦粒渐满 农民忙“三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