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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记者 安蓓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延续
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增
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
孟玮在 16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能
否完成？物价走势如何？实物量指
标运行情况怎样？在新闻发布会
上，孟玮就当前经济运行热点问题
作出回应。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6.3%，
处于6%至6.5%的预期目标区间。

“所谓‘稳’，是指主要经济指标
保持在合理区间；所谓‘进’，是指经
济结构在持续优化，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积极因素增多。”孟玮说。

从产业结构看，上半年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4.9%，比第二产业高 15 个百分
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7.3%；
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从需
求结构看，随着促进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系列政策的落地实施，消费保
持平稳增长，投资补短板力度加
大。从要素结构看，科技进步、劳
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贡献在
增大，创新创业创造向纵深拓展，
上半年日均新登记企业达到1.94万
户。与此同时，区域间发展协调性
持续增强，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民生福祉不断改
善，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孟玮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
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然错综复杂。
从外部环境看，不确定性因素有所
上升。从内部环境看，国内长期存
在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的解决需要
一个过程，经济运行面临新的下行
压力，实体经济困难仍然较多，民
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

“在这些问题面前，既要有清
醒的认识，坚持底线思维；也要坚
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孟玮
说，中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
大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孟玮说，下一步，国家发改委
将会同有关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着力办好自己的事。坚
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着力通
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
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通过大力
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释放市场

潜力；通过持续推进创新发展和产
业升级，壮大发展新动力。

“对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挑战，我们将加强政策评估，
优化政策组合，强化政策协同，狠
抓政策落实，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她说。

下半年价格总水平有
望保持总体稳定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上
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
上涨 2.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同比上涨0.3%。

“上半年，我国价格总水平保
持基本稳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涨幅收窄，居民消费价格涨势温
和。”孟玮说，当前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工业
品和服务价格指数涨幅较小，食品
价格指数上涨 4.7%，涨幅相对较
大。分细项看，主要是鲜瓜果、鲜
菜、畜肉价格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16.1%、9.2%和6.6%。

“总的来看，我国经济自我循
环能力强，工农业产品供给充足，
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强基础，预计
今年后期价格总水平有望保持总体
稳定。”孟玮说，针对物价运行的
新形势新变化，将进一步加强价格

监测分析预警，加大对重点地区、
重点品种，特别是重要民生商品价
格变化情况的监测预警频次；会同
有关部门积极充实价格调控工具
箱，做好必要情况下的调控准备；
指导各地认真执行好社会救助和保
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近期，已有多地及时向困难群众发
放了价格临时补贴。

上半年全国28省份
用电量正增长

煤电油气运等实物量指标是观
察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切口。

孟玮说，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
电量 3.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其中，一产、二产、三产和
居 民 生 活 用 电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3.1%、9.4%和 9.6%，三产和
居民生活用电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分地区看，上半年全国 28 个
省 （区、市） 用电量正增长，其中
3 个实现 10%以上两位数增长。6 月
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5%，
增速比上月提高3.2个百分点。

从发电情况看，上半年全国发
电量同比增长 3.3%，增速较一季
度放缓 0.9 个百分点。6 月份，发
电同比增长 2.8%，增速比上月加
快2.6个百分点。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回应经济运行热点

据新华社长沙7月16日电
“新华视点”记者 陈文广 席敏

湖南省绥宁县公安局近期侦破
一起涉案上亿元的特大网络电信诈
骗案，受害者遍及全国各地数十个
省份，抓获犯罪嫌疑人 35 人，冻
结涉案资金3100余万元。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该网络电信诈骗团伙构建虚拟投
资平台，用话术诱导股民在虚拟
股票盘上进行“买卖”，牟取巨额
利益。

以“内幕消息”为噱
头，嫌犯一天打上千个电
话寻找目标

2019 年初，38 岁的绥宁人刘
怡 （化名） 接到陌生电话，对方称
可推荐能快速挣钱的股票。刚刚炒
股没多久的她信以为真，加入一个
微信群，并按照一名“老师”的指
示，在一家公司的平台开设“账
户”，分批转入15万余元。

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个账户并
不是真实的股票账户，显示在账面
上的资金仅是一个数字。在第一次
顺利提取 5万余元后，她所购买的

“股票”迅速被虚拟平台强行平
仓，“老师”再也联系不上，损失
近10万元。

刘怡意识到可能遭遇了诈骗，
于是报警。警方初步调查发现，像
刘怡这样的受害者有 1000 多人。
这一诈骗团伙分工明确，以股民为
主要目标，以“内幕消息”“推荐
好股”“筹资操盘”等为噱头，利

用虚拟股票平台诱导股民投入大量
资金实施诈骗。

据调查，这一团伙中有“客服
人 员 ” 约 20 名 ， 每 天 逐 一 拨 打

“客户”电话。这些电话或是从网
上找来的，或是购买个人信息获得
的。“客服人员”以广撒网的方式
寻找诈骗目标。

犯罪嫌疑人范某供述，每名
“客服人员”每个月至少要完成将
100 人拉进微信群的目标，否则就
会被开除。曾当过“客服人员”的
犯罪嫌疑人黄某供述，他每天至少
要打1000个电话。

绥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
唐彬介绍，这一团伙中有负责管理
下线人员的“老板”，有负责组织
诱骗股民加入微信群的“客户经
理”，有对虚拟股票平台进行操作
的“技术人员”，有对受害者资金
进行转移的“财务人员”……各自
分工明确，互不透露消息。

基本套路：“老师”
荐股——托儿叫好——给
甜头诱入——割韭菜

多名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们每
天会将新加微信的股民集中建微信
群，各自扮演不同角色，推荐股票
或是诱导投资。基本套路如下：

——“老师”荐股，开直播
“高谈阔论”。每个微信群里都有一
个特殊人物，被称为“老师”。“老
师”负责推荐股票，或是引导受害
者进入在线网站听炒股讲座。办案
民警介绍，这些“老师”往往打着

“跟高手操作快速获利”的旗号，

尽可能地表现专业，让受害者信
赖。他们有时还谎称是证券公司负
责人的亲戚，掌握股票内幕信息，
诱导受害者大额投资。

——扮“托儿”叫好，鼓吹受
益。23 岁的犯罪嫌疑人胡某某供
述，他被团伙分配了 4 个微信号，
在微信群里不停地切换身份当“托
儿”，让受害者误以为有不少人赢
利了。诈骗团伙每周还会召开营销
形势分析会，统一口径对入群股民
灌输信息。

——先给甜头，诱导大额投资
再收割。办案民警介绍，这一团
伙构建了多个虚拟的股票平台，
取名与正规证券公司平台相似，
并用 P 图等方式模仿大盘走势，
谎称是一些证券公司下属的子公
司平台，诱导受害者在这些平台
上开户和投入资金。实际上，这
些所谓的股票平台，只是诈骗分
子开设的虚拟盘。

一名办案民警说，诈骗分子最
初先让受害者尝到一点甜头，随后
将其投入的大额资金转入诈骗团伙
的银行账户上。在“收割后期”，
这些“老师”诱导股民采取配资杠
杆的方式投入巨资，等股票下跌就
强行平仓，令受害人账面资金大幅
缩水。

“受害人投入虚假平台的钱，
看上去是购买与市场名称、走势一
致的股票，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进
入正规股票市场。”绥宁县公安局
反电诈专干黄少军说，当受害者想
提取资金时，诈骗团伙就设置诸如

“平台出了网络问题”等障碍，并
直接失联。

专家建议严厉打击身
份证、手机号码、微信号
等买卖行为

在这一案件中，股民普遍损失
超 10 万元。唐彬说，犯罪嫌疑人
通过专家讲解、挑动攀比、扮“托
儿”吹捧等手段对股民进行诱骗。

此外，记者发现，犯罪嫌疑人
通过各种方式强化股民“股市不规
范”“有操作空间”的认识，将所
谓“内幕消息”与真实新闻混杂在
一起集中轰炸、灌输。

黄少军提醒，股民在投资之前应
尽量从多渠道确认平台属地、性质、
资金流向、过往历史等，切勿轻信他
人推荐的平台，资金不能轻易汇入、
转账至私人或其他非证券公司账户。

据警方介绍，由于诈骗者所使
用的诈骗工具，如电话号码、微信
号、银行卡等多为网络购买或网下
非法购买，并且频繁更换，侦查机
关难以直接锁定嫌犯。同时，这一
案件构建的虚拟炒股平台具有高度
欺骗性，不少股民损失大额资金
后，仍以为是“炒股失利”，未及
时报案致使警方不能及时、全面掌
握案件证据。

专家认为，防范、打击此类网
络电信诈骗，需电信运营商、网
信、公安等部门加强联动。有关部
门要对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
码、微信号等买卖行为和售卖公民
个人信息的平台严厉打击；同时，
对涉嫌诈骗的公司、网络平台在信
息传送、资金往来上进行实时监
管，防止资金和人员出逃。

“内幕消息”“推荐好股”的背后
——揭秘涉案上亿元网络电信诈骗案套路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记者安蓓） 针对近期有关中国企
业特别是制造业外迁的舆论，国
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16
日回应说，从目前掌握的情况
看，中国制造业外迁规模并不
大，而且以中低端企业为主，对
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劳动
就业等影响总体可控。

孟玮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近年来，随着国际产业
分工和全球产业布局的深度调整，
中国制造业进入转型升级、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
中，出现一些企业到国外设厂经营

的情况，我们认为是正常现象。通
过深入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有的
企业是考虑要素价格变化情况，向
劳动力、环保等成本较低的地方转
移；有的企业是基于自身发展战略
的需要，主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当然也有极少数企业是为了规避
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

“要说明的是，企业外迁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考虑诸
多因素，包括运营成本、产业工
人、供应链配套以及交通运输乃
至制造业文化等因素。”孟玮说，
近几年已有一些外迁企业因水土
不服纷纷回流国内。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

中国制造业外迁规模不大
以中低端为主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5 日电
（记者徐剑梅 刘阳） 美国司法部
和国土安全部 15日发表联合声明
宣 布 ， 除 “ 有 限 的 例 外 情 况 ”
外，抵达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第
三国移民不能申请在美避难。这
意味着绝大多数中美洲移民将失
去在美墨边境申请避难的资格。

声明说，这项新规定 16日在
《联邦政府纪事》 刊布并正式生
效。根据这项规定，先行通过其
他国家抵达美国南部边境的外国
人不能申请避难，这一规定适用
于单独越境的未成年人，但人口

走私受害者和避难申请遭其他国
家拒绝者等除外。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声明中
说，这条规定旨在减少经济移民
和试图利用美国难民庇护制度的
移民数量。

美 国 公 民 自 由 联 盟 当 天 表
示，将寻求通过法律途径阻止特
朗普政府施行这一规定。

一段时间以来，大批中美洲
移民穿越墨西哥抵达美墨边境并
寻求进入美国，也有少数来自世
界其他地区的移民在美墨边境申
请避难。

美政府将取消美墨边境
第三国移民避难申请资格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5 日电
（记者许缘 高攀） 美国总统特朗
普 15日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
邦政府采购监管委员会草拟新
规，提高联邦政府采购的美国货
的本土材料成本比例，以促进制
造业回流美国。

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采购
监管委员会在 180 天内草拟一项
新规，规定联邦政府采购的美国
货中本土材料的使用成本需占产
品总成本的 55%以上，高于现行
购 买 美 国 货 法 中 规 定 的 50% 以
上。行政令特别提出要将联邦政
府采购的钢铝产品中的本土材料
成本占比提升至95%以上。

行政令还要求美国商务部长
等相关联邦政府官员考虑如何更
好地落实购买美国货法，包括是
否进一步提升联邦政府采购产品
中的本土材料成本占比，并就此
向特朗普提交一份报告。

购买美国货法是美国联邦政
府采购时必须遵循的法律，要求联
邦政府优先采购美国货，以扶持本
土产业和工人。分析人士认为，虽
然特朗普的最新行政命令或可在
一定程度上保护美国本土行业，但
却大大提高了联邦政府采购成本。
美国全国纳税人联盟自由贸易计
划主管布莱恩·赖利认为，美国纳
税人最终将为这项政策埋单。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
提高政府采购产品本土化程度

7月16日，观众参观展览。
当日，汇集了全国 17 家文博

单 位 的 260 件 （组） 馆 藏 珍 品 ，
“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
五千年文明”展在故宫博物院武英
殿开幕。展览汇集了玉琮、玉璧、
玉钺等多种具有鲜明良渚特色的玉
器，完整、系统地反映良渚文明的
早期国家特征和对后世文化的影
响。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良渚文明”
亮相故宫

新华社联合国 7 月 15 日电
（记者徐晓蕾） 联合国 15 日在纽
约总部发布的 《世界粮食安全和
营养状况》 报告显示，近年来全
球挨饿人数逐年增多，截至 2018
年全球面临食物不足困境的人数
达8.216亿。

当天发布的 2019年年度报告
说，全球挨饿人数占总人口的比
重在过去几十年持续下降，2015
年以来基本保持在略低于 11%的
水平。但从绝对人数来看，2018

年全球挨饿人数达8.216亿，这一
数字在2017年、2016年和2015年
分别为 8.117 亿、7.965 亿和 7.854
亿。

报告还关注了全球日益严重的
肥胖问题。报告说，肥胖每年导
致约 400 万人死亡，并且每个年
龄段人群都面临肥胖问题。其
中，学龄段人群成为肥胖高发群
体，原因主要是水果和蔬菜摄入
量不够、吃快餐喝碳酸饮料，并
缺乏体育锻炼。

联合国报告说

2018年全球8.2亿人挨饿

7 月 16 日，在菲律宾首都马
尼拉的一家医院，病人在登革热
病房休息。

菲律宾卫生部 15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以来菲律宾登革热
病例激增。据当地媒体报道，今
年该国至少有 450 人因感染登革
热死亡。 （新华社发）

菲律宾登革热疫情

已致超过450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