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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记者 安蓓 潘洁

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如何？如何
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将采
取哪些措施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规
范健康发展？如何促进外资扩增
量、稳存量、提质量？国家发展改
革委 19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作出回
应。

全力以赴落实扎实稳
住经济一揽子政策和 19
项接续措施

8 月份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
济总体延续恢复发展态势。“主要
指标呈现积极变化，但经济恢复基
础仍不牢固，正处于经济恢复紧要
关口。”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
人孟玮说，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全力以赴落实扎实稳
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和 19 项接续
措施。

她说，在有效投资方面，充分
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
制作用，加快推动第一批 3000 亿
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尽早形成
实物工作量，着力用好新增 3000
亿元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督促地方抓住施工窗口期，推动项
目尽快开工建设。在促进消费方
面，加快研究推动出台政策举措，
积极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消费加
快复苏。在助企纾困方面，围绕缓
缴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保证金、
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等重点，加

快推动出台一批政策举措，着力降
低市场主体负担。

“争分夺秒抓好各项政策贯彻
落实，推动有关举措早出快出、应
出尽出，尽快落地见效。”孟玮说。

预计9月份猪肉储备
单月投放量达历史最高水
平

随着国庆节日临近，蔬菜、猪
肉等重要民生商品需求趋旺，叠加
国内疫情多点散发、部分地方出现
强降雨天气等不利因素，重要民生
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面临一定压力。

孟玮说，在紧盯蔬菜、猪肉等
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供需形势的基础
上，进一步压实“菜篮子”市长负
责制，切实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一是指导各地紧抓蔬菜生产、
加强产销衔接、畅通运输配送，保
障终端市场“微循环”顺畅、市场
供应充足。采取平价销售、补贴流
通销售环节、减免批发市场进场费
等措施，促进价格平稳运行。

二是及时投放中央猪肉储备，
指导各地加大力度同步投放地方政
府猪肉储备，投放价格低于市场价
格。同时，指导各地适时投放成品
粮油、蔬菜、鸡蛋等储备，增加市
场供应。

三是鼓励重点骨干企业坚持诚
信经营、带头保供稳价，协调有关
部门严厉打击串通涨价、哄抬价格
等违法违规行为。

“ 近 期 成 品 粮 油 价 格 基 本 稳
定，蔬菜、鸡蛋价格回落，猪肉价

格总体平稳运行。”孟玮说，将持
续跟踪重要民生商品市场形势，进
一步压实地方主体责任，保障市场
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

近期国内生猪价格处于历史较
高水平。孟玮介绍，为增加中秋、
国庆等节日市场供应，国家发展改
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已投放两批中央
猪肉储备，近日还将投放第三批储
备，并指导各地加大力度同步投放
地方猪肉储备。预计 9 月份合计投
放猪肉储备 20 万吨左右，单月投
放数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下一步，
将继续紧盯生猪市场动态，必要时
还会进一步加大投放力度，促进市
场和价格平稳运行。

新能源汽车发展进入
全面市场化拓展期

今年 1 月至 8 月，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97 万辆和 386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和 1.1 倍，新
能源汽车销量占全部汽车销量比重
达 22.9%。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快速
增长，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充
电基础设施等配套服务体系不断健
全。”孟玮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已形成良好基础，新能源汽车发
展进入全面市场化拓展期。

孟玮说，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
步研究完善新能源汽车政策体系；
坚持“全国一盘棋”优化新能源汽
车产业布局；鼓励企业充分依托我
国产业基础，加快突破新能源汽车
关键系统部件和基础共性技术；继

续以开放姿态深化国际合作，鼓励
中外双方企业深化合作方式，拓展
合作领域，持续促进新能源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

多措并举促进外资扩
增量、稳存量、提质量

今年以来，在全球疫情反复、
乌克兰危机爆发、跨国投资疲软的
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克服多重困
难，实现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利
用外资同比增速高于总体水平，中
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增速高于东部地
区，外资来源地更趋多元平衡。

孟玮表示，将抓紧出台具体举
措，以制造业为重点，着力促进外
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

一是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当前面
临的突出问题。在做好疫情防控前
提下，便利外商投资企业商务人员
往来；加强与外贸外资企业及其上
下游企业主动对接，保障运输通
畅。

二是加大制造业引资力度。抓
紧推动出台 2022 年版鼓励外商投
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
造、高新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及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支持制造业外
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引导制造业外
商投资企业国内梯度转移。

三是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服
务。组织实施国际产业投资合作系
列活动，为跨国公司投资和各地方
招商引资搭建平台；健全重大和重
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机制，加快推
进项目签约落地。

经济形势怎么看？
如何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经济运行热点

新华社堪培拉9月18日电
记者 岳东兴 白旭

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
日前在堪培拉举行年度联谊日活
动。出席活动的澳前贸易官员和
商界人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面对通胀高企、新冠疫情
等全球性挑战，中国经济显现韧
性与潜力，澳企业看好中国市场
和经济前景，期待与中国企业加
深经贸合作。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
显示，8 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恢复
发展态势，生产需求稳中有升，就

业物价总体稳定，多数指标好于上
月。当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4.2%，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 5.4%，比上月加快 2.7 个百
分点。

澳大利亚前贸易和投资部长安
德鲁·罗布表示，他参加联谊日活
动的总体感受是，与会人士持积极
乐观的态度，对中国经济和市场充
满期待。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一些困
难，而中国经济潜力大，具备应对
挑战的能力。

罗布表示，澳中经贸互补性
强，合作基础雄厚，自 2015 年底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后，双
边贸易额几乎每月都在增长。未
来，他期待双边贸易投资继续增
加，两国企业经贸往来继续深化。

2021 年，中国继续保持澳最
大货物贸易伙伴、进口来源地和出
口市场地位。据中方统计，2021
年双边贸易额约 231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35.1%。其中，中国自澳进
口 1648.2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40.6%。

澳大利亚商业理事会全球合作
委员会主席史伟立 （英文名沃里
克·史密斯） 说，联谊日活动整体
氛围积极而热烈，澳商界、企业界

普遍看好中国市场和经济前景。
他说，目前澳大利亚从中国进

口大量产品，种类繁多，双边贸易
互补性强。尽管新冠疫情给双方经
贸和旅游等领域交往带来挑战，但
从长远看，两国贸易关系和人文交
流密切，未来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新
技术研发等方面有广阔合作前景。

澳富邑葡萄酒集团首席执行
官蒂姆·福特向记者介绍，与会
企业的普遍态度是继续合作，他
也期待着与中国葡萄酒行业深化
合作。“作为企业，我们的角色是
继续建立并培育澳中企业间的关
系。”他说。

澳大利亚商界看好中国市场和经济前景
期待与中国企业加深经贸合作

新华社耶路撒冷 9月 18日电
（记者王卓伦 张天朗） 以色列总
理办公室 18 日发表声明说，当天
召开的内阁会议批准总理拉皮德提
交的一项提案，决定正式成立名为

“内盖夫论坛”的区域合作机制，
以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合作。

根据声明，“内盖夫论坛”将
下设粮食安全和水、能源、旅游、
健康、教育和包容、区域安全 6 个
多边工作组。声明说，内阁的决定
将“内盖夫论坛”的工作制度化，
从而推动地区安全与稳定、引领外

交和经济合作、促进人文交流等。
论坛的协调工作将由以色列外交部
承担。

今年 3 月 28 日，以色列首次作
为东道主邀请多个阿拉伯国家举行
外长级会晤。时任外交部长拉皮德
在位于以色列南部内盖夫沙漠的斯
代博克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阿
联酋、巴林、摩洛哥、埃及四国外
长举行会谈，六方决定成立“内盖
夫论坛”。6 月 27 日，六国高级外
交官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了该论
坛的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

以色列内阁批准成立
“内盖夫论坛”

以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合作

新华社布达佩斯 9月 18日电
（记者陈浩） 匈牙利区域发展与欧
盟资金利用部长瑙夫劳契奇 18 日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匈牙利政府
将履行对欧盟委员会的承诺，以获
得数十亿欧元的欧盟资金。

当天早些时候，欧委会提议暂
停向匈提供 75 亿欧元资金，直到
匈政府实施反腐改革。对此，瑙夫
劳契奇表示，匈政府与欧委会有关

“ 条 件 机 制 ” 程 序 的 谈 判 已 经 结
束，欧委会已接受匈方的反腐承

诺。欧委会对匈方是否会履行承诺
存有疑虑，但匈方肯定会落实这些
承诺。

瑙夫劳契奇说，匈政府共向欧
委会作出 17 项承诺，部分法案已
提交国会，其他法案将在 19 日和
23 日提交。匈方承诺设立一个独
立反腐机构来监督欧盟资金使用，

并采取措施使立法程序更加透明。
瑙夫劳契奇说，匈方承诺在

11 月 19 日之前通知欧委会有关履
约情况。相信到今年年底，双方能
够就恢复基金和凝聚基金签署协
议。

欧盟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制定了
“条件机制”。根据相关规定，如果

某一成员国存在“法治缺陷”，致
使欧盟金融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欧
盟可针对该国启动“条件机制”程
序，采取暂停向该国拨付资金等措
施。欧盟委员会去年发布报告，称
匈牙利在司法改革、反腐措施等方
面有违欧盟“法治原则”，并向其
正式发函，列举其机制“缺陷”。

匈牙利表示将履行承诺以获取欧盟资金

9月 19日，人们在成都春熙路
逛街。

据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最新通告，自
9月19日零时起，成都全市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生产经营单位等
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公
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全面恢复运
行，各类车辆正常通行，全市有序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成都有序恢复成都有序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生产生活秩序

新华社北京 9月 19日电 （记
者谢希瑶） 记者 19 日从商务部获
悉，2022 年 1 月至 8 月，全国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 8927.4 亿元人民币，
按 可 比 口 径 同 比 增 长 16.4% （下
同），折合 1384.1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0.2%。

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 6621.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8.7%。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
资同比增长 33.6%，其中高技术制
造业同比增长 43.1%，高技术服务
业同比增长 31%。

从来源地看，韩国、德国、
日本、英国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
增 长 58.9% 、 30.3% 、 26.8% 和
17.2% （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
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
别增长 14.3%、27.6%和 43%。

据悉，2022 年 5 月起，根据新
修 订 的 《外 商 投 资 统 计 调 查 制
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包含银
行、证券、保险领域的全口径数
据，同比为不含上述领域的可比口
径。

前8个月我国吸收外资
同比增长16.4%

新华社武汉 9月 19日电 （记
者谭元斌 侯文坤） 继 2006 年 、
2012 年、2017 年之后，第 4 次长江
全流域江豚科学考察 19 日在武汉
正式启动。这是长江实施全面禁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颁布施行后，首次开展长江流域物
种系统调查。

本次科考将全面掌握长江江豚
种群数量分布和栖息地环境现状，
整体评估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结构
及变化趋势，科学分析长江江豚致

危因素和保护措施效果，为制定更
有针对性的长江江豚保护方案提供
依据。

本次科考由农业农村部长江流
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组织，长江
中下游 6 省 （市） 渔业主管部门、
有关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共同参
与。120 余名考察队员、20 余艘渔
政船艇同步实施，将覆盖有长江江
豚分布的长江中下游干流、鄱阳
湖、洞庭湖以及部分支流汊江水
域。

第4次长江江豚科学考察
正式启动

这是9月19日在日本高知县拍摄的海浪。 （新华社/共同社）

新华社东京 9月 19日电 （记
者姜俏梅 郭丹） 台风“南玛都”
19 日再次在日本登陆，九州及本
州西部地区出现山体塌方和浸水等
灾情，并造成人员伤亡。

日本气象厅说，超强台风“南
玛都”继 18 日晚在日本鹿儿岛县
登陆后，于 19 日下午在岛根县附
近再次登陆，随后以每小时 35 公
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日本绝
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暴风或强风区
域。

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
间 18 时，“南玛都”已造成 2 人死

亡、1 人失踪、至少 108 人受伤。
九州和本州西部地区近 25 万用户
断电。

此外，受“南玛都”影响，日
本九州新干线、山阳新干线和东海
道新干线停运，京都、大阪和神户
地区电车线路也大都停运。仅日本
航空和全日空两家航空公司就取消
超过 800 个航班。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推迟了原定
于当天出发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
会的行程，召开会议要求相关部门
尽快了解受灾情况，并做好救灾应
急准备。

台风“南玛都”再次登陆日本
并引发灾情

新华社伦敦 9月 19日电 （记
者杜鹃 许凤） 英国 19 日为已故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国葬，英国
王室成员、政府官员、神职人员、
外国王室成员和政要等出席。

这场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
行的葬礼持续大约一小时。葬礼即
将结束时，英国全国默哀两分钟。

当地时间 19 日下午，女王灵
柩将运抵伦敦以西的温莎城堡。当
天晚些时候，女王将与其已故丈夫
菲利普亲王葬在一起。

伊丽莎白二世 8 日在苏格兰巴
尔莫勒尔堡去世，终年 96 岁。她
于 1952 年继承王位，是英国历史
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英国为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国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