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流价格比全国平均低30％

一张乒乓球桌，若从上海直接运往乌
鲁木齐，需耗费 15天、花费 320元；而若
是从上海先“拐个弯”来到临沂再运往乌
鲁木齐，则只需耗费10天、花费120元。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全国一些
货车竟“违反常识”，宁愿从出发地拐个大
弯到山东临沂，然后再奔赴货运目的地。

“许多货车喜欢到临沂中转配货，看
似距离远了，但实际上省了时间和金钱。”
山东兰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王士岭解释说，临沂货源充足、配货
速度快，货车不需要久留，一天之内肯定
能找到货源，货物运输可实现“当天配货、
当天发货”。

记者近日在临沂金兰物流基地调研
时看到，上午从江苏宿迁拉过来的服装，
与山东泰安的桌子、山东济宁的火腿肠、
河北的布鞋一起装运，中午就能够装上去
福建福州的专线车。

临沂市政协副主席、临沂商城管委会
主任李宗涛说，临沂物流可实现600公里
以 内 次 日 到 达 ，1500 公 里 隔 日 到 达 ，
3000公里以上3天至 7天到达，形成了辐
射全国、周转快捷、方式灵活的庞大物流
体系，物流价格还比全国平均低30％。

目前，临沂商城有物流园区24处，物
流公司、经营业户2367户，货运车辆2.06
万辆，拥有配载线路2000多条，覆盖全国
所有县级以上城市，通达全国所有港口和
口岸，日均发送货物 20多万吨，2018 年
临沂商城实现物流总额7461.41亿元。

“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

记者近日走进“临沂进口商品城”，看到

货架上摆满了来自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

利、西班牙、澳大利亚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进口商品，众多消费者正在排队选购。

负责建设和运营临沂进口商品城的山
东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曹继廉说，我们着力打造国内最大专业
进口商品集散中心，让消费者在临沂足不
出“市”，就能购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在临沂商城，‘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
到’。你只要在汽摩配件城逛一逛，就能买
齐配件组装起一辆小轿车。”李宗涛说，大
到汽车配件、小到针头线脑，临沂商城商品
种类涵盖小商品、五金、建材、板材、园林机

械、劳保用品等27个大类6万个品种，基本
覆盖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门类。

临沂商城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
任王东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临沂商城逐
渐发展壮大，经历了地摊式农贸、大棚底
商贸、专业批发市场、专业批发城、现代商
贸物流城五代市场巨大变革，目前已成为
全国规模最大的市场集群，临沂也因此成
为“中国市场名城”，形成了今天“北临沂，
南义乌”的全国商贸市场发展格局。

目前，临沂商城拥有专业批发市场
131处、商铺和摊位 6.63 万个、经营业户
5.2万户，商品远销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8年实现市场交易额5056.3亿元。

“富一方百姓，兴一座城市”

临沂新明辉商城总经理李辉，是临沂
商城土生土长的“商二代”。借助互联网
经济的东风，他以父辈几间店铺起家，十
几年时间做成了全国最大的劳保用品垂
直电商平台。

“我们整合了全球358个优秀工业安
全产品品牌，是 3M、霍尼韦尔、杜邦等世
界 500 强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2018 年
营业额突破了15亿元。”李辉说。

像李辉一样，众多商户依靠临沂商城
实现了发家致富。临沂商城管委会副主
任乔继刚说，临沂商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
大量创业和就业机会，造就了一大批民营
企业家，解决了1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很
多人实现了从草根到千万富翁的“逆袭”。

当地百姓也分享到了更多发展红
利。临沂市兰山区宋王庄社区先后建起
了建材、家具等18处专业批发市场，年集
体经济纯收入过亿元，居民已普遍享受

“粮、油、煤、医、学”五免费和退休制度，
55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享受 400元至
1800元不等的养老补助金。

临沂市以商贸业为龙头，带动了区域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李宗涛说，临沂商城
的发展促进了产业、人口和资源要素的集
聚。市场建设扩大了城市规模，20多万
经营业户和 30 多万客商增加了城市人
口，拉动了房地产、餐饮、休闲娱乐等产业
的快速发展。

2018 年，临沂地区生产总值 4717.8
亿元，在中国城市 GDP百强榜中位列第
47位。

新华社济南5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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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经济腾飞
且看“沂蒙样板”

物流价格比全国平均低30％、“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如果
每个门店停留1分钟，不吃不喝40多天才能逛完”……近年来，地处
沂蒙革命老区的山东省临沂市，在“四塞之固，舟车不通，内货不出，
外货不入”薄弱基础上，大力弘扬沂蒙精神、大力发展商贸物流，走出
了一条以商贸业为龙头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之路，形成了“建
一个市场，带一批产业，富一方百姓，兴一座城市”的良好局面，成为
老区经济腾飞的“沂蒙样板”。

这是临沂进口商品城（4月27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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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
新华社长沙5月12日电（记者 刘良恒）李白，原名李华初，

曾用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1910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1930年 8月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四军通信连的一名战士，后任通信连
指导员。

1931年 6月，李白调到瑞金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
习无线电技术，结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
参加了长征。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 10月，李白受党组织派遣，化名
李霞，赴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的工作。在日寇与汪伪军警特
务等麇集、环境极其险恶的上海，李白克服各种困难，负责上海
党的地下组织与党中央的秘密电台联络工作，用无线电波架起
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

1939年，工作环境更加险恶，党组织安排女工出身的共产
党员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掩护电台，开展工作。两人在共同
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爱情，后经地下党组织批准结为夫妻，成为秘
密斗争之家。

1942年 9月，日军在对秘密电台的侦测中，逮捕了李白夫
妇。日寇对李白施以种种酷刑，但他坚不吐实，一口咬定自己是
私人电台。1943年 5月，李白经党组织营救获保释。出狱后，党
组织将李白夫妇调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
做报务员。他化名李静安，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
山之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日、美、蒋方面大量的
战略情报。

抗战胜利后，李白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
1948年 12月 30日凌晨，他在与党中央进行电讯联络过程中，因
国民党特务机关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被捕后，李白经受了高
官厚禄的利诱，遭受了各种酷刑的逼供，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敌
人始终没有能够从他口中得到一点想要的信息。

1949年 5月 7日，在上海解放前夕，李白被国民党特务秘密
杀害。

医保待遇再提升
大病保险报销比例由50％提高至60％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张泉）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
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要求稳步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大病保险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由
50％提高至60％。

《通知》明确，2019年城乡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整体提高
60元。其中，财政补助标准新增 30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520
元，新增财政补助一半用于提高大病保险保障能力，即在 2018年
人均筹资标准上增加15元；个人缴费同步新增30元。

《通知》要求，新增筹资一方面要确保基本医保待遇保障到
位，巩固提高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建立健全居民医保
门诊费用统筹及支付机制，把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入医
保报销。

另一方面，要提高大病保险保障功能。降低并统一起付线，原
则上按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确定；政策范围内报
销比例由50％提高至60％；对贫困人口加大支付倾斜力度，在起付
线降低50％、支付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全面取消封顶线。

《通知》还要求完善规范大病保险政策和管理。要求各地同步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统一规范大病保险筹资及待
遇保障政策；落实筹资待遇调整政策，于 2019年底前按最新筹资
标准完成拨付，确保政策、资金、服务落实到位；优化大病保险经办
管理服务。

巴基斯坦一酒店遇袭
已致3死3伤

新华社伊斯兰堡5月12日电（记者 蒋超）巴基斯坦警方12日
表示，11日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瓜达尔市一家酒店的
袭击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4名武装分子已全部被击毙。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瓜达尔警方高级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
事发时武装分子身着巴安全部队人员服装发动袭击，死者包括 2
名酒店警卫和1名安全部队人员。

俾路支省内政部长米尔·齐亚·朗高说，事发时酒店中没有外
国人。

3名武装分子 11日企图闯入瓜达尔市一家酒店，遭警卫人员
拦截后向警卫人员开火，随后安全部队将酒店封锁。

被巴基斯坦政府取缔的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当天通过社
交媒体宣称制造此次袭击。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12日发表声明谴责这起袭击事件，
表示“巴国家及安全部队将击败恐怖分子，政府决不会允许他们的
阴谋得逞”。

事发酒店位于瓜达尔港西湾以南一山顶处，当地通往酒店的
山路沿途设有多道军方安检岗，日常安保极为严格。

5月11日，政府军进入靠近叙利亚哈马省省界的纳布德村。
据叙利亚媒体11日报道，叙政府军当天在叙西北部收复多个反

政府武装据点，将战线推进至反对派武装大本营伊德利卜省省界。
新华社发

叙利亚军方攻至反对派
武装大本营伊德利卜省省界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对中美两国
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
向更好的未来。

对中美经贸磋商，中方始终高度重视，
一直抱着极大的诚意，希望在平等相待、互
相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份互利双赢的协
议。然而，美方出尔反尔，进行极限施压，
进一步给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给中美
经贸谈判蒙上了阴影，直接导致磋商未果，
责任完全在美方。一年多来，中方推动谈
判的诚意和善意有目共睹。现在，中国经
济和美国经济深度融合，美方加征关税，对
中国人民不利，对美国人民不利，对世界人
民也不利。中美妥善解决经贸问题是全世

界的期盼，美方的举动与世界的期盼背道
而驰。

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是最好的选择，但
合作是有原则的。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
决不让步，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
根本利益，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国家尊严，
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核
心利益的苦果。中方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
开的，始终认为中美在经贸领域有着广泛
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应该求同
存异，合作共赢。这是人心所向。希望美
方能相向而行，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解决
存在的问题，让中美经贸交往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世界是多样的，没有分歧就没有世
界。中美建交4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美合
作是双方根本利益决定的，不以少数人的
意志为转移，维护好双边关系有利于中
方，有利于美方，也有利于整个世界。正
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只要双方遵循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原则，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
异，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中美两国关系就能
避免受到大的干扰。”

面对经贸摩擦，中方的立场始终明
确：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不想打，但也
不怕打。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是大势，一
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4％，
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

同比增长 11.4％和 19.3％；内需成为中国
经济的主引擎，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已达 76.2％。我们拥有全球最完
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
力，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
体，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大市场，拥有足够
的发展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实践告
诉我们，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峻，越要
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
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
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就能
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战胜一切艰难
险阻。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是正确的选择
但合作是有原则的

人民日报评论员

加征关税如“七伤拳”
害人更害己

“加征关税对两国企业都有影
响，但对美国企业伤害更大。”社科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
云说，美国在中国的市场需求不会因
加征关税而改变，也最终会使美国进
口商将高额关税传导给其消费者及
零售商。

“从数据分析，如果美国一意孤
行，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将会极大推高美国国内物价水平，造
成通货膨胀，这无疑是打出害人害己
的‘七伤拳’。”高凌云说。

加征关税也遭到美国国内强烈
反对。近日，美多家行业协会发声明
反对对华升级关税。其中，名为“关
税伤害美国腹地”的游说组织估算
说，将关税上调至 25％会损害近
1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并加大金融
市场动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
师陈文玲算了笔账：美方对500亿美
元和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时，清单中超过 70％是中间品和投
资品。“这么大的比重，关税最终自然
也会由美国企业、消费者和农场主来
承担。”

在陈文玲看来，美国挑起的贸易
战是失效的。美方想解决贸易逆差，
结果同中国、欧盟等多个经济体的贸

易逆差是上升而非下降；全球产业链
在重构中并没有加快向美国转移，相
反美国特斯拉、福特等汽车企业正向
中国市场转移。

“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利润占比
幅度非常大，一旦离开中国市场可能
生存都有困难。”商务部研究院对外
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用大数据测算
2000亿美元商品升级关税的影响显
示，其中大多数商品美国依然需要从
中国进口，而中国商品中很大部分对
美国依赖程度并不高，并有很多其他
市场可出口替代。

专家一致认为，贸易战的溢出效
应蔓延全球，对全球秩序、规则、贸易
体系和供应链都带来严峻挑战，甚至
会对全球和平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强调不要用关税手段，彼
此诉求要平衡，这不仅是中国的要
求，也是各国面对贸易不合理要求作
出的理性选择。”社科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
艳道出了专家的共同心声：合则两
利、斗则俱伤，合作始终是解决中美
经贸问题的正确路径。

原则底线寸步不能让
平常心看待边打边谈

面对美方指责是中方“倒退”导
致谈判未果，专家们表示，在双方未
达成最终协议前，美方这种指责站不

住脚，是不负责任的。事实恰恰相
反，正是美方不断施压和抬高要价导
致谈判受挫。

“此次美方提出的要求涉及中方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是底线，决
不能让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理事长魏建国说，一个成功的协议
必须确保双方都能大部分满意，彼此
都要做些妥协让步。如果仅仅一方
满意，而另一方的关切未被尊重或照
顾，这样的协议即便达成，执行起来
也不会长久甚至会被推翻。

历时一年多时间，中美经贸磋商
进行了十一轮。专家们认为，这充分
显示磋商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保持
平常心，从心理和工作层面做好充分
准备。

陈文玲说，从中美经贸磋商看，
中方始终坚守原则和立场。“打打谈
谈将成磋商常态，在坚决维护国家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维护大国尊严方
面，中方不能有半点含糊。”

专家表示，在维护中美关系大
局、巩固中美经贸合作上，中方立场
始终没变，两国应在相互尊重、平等
互利原则下相向而行，以对话而非对
抗方式解决核心分歧。

东艳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凸显其
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当务之
急，中美要在继续构建互信基础上，
在双多边领域加强协调，不断扩大利
益共同点。

坚定办好自己的事
应对挑战有底气

“时间在我们这一边”“历史长河
中，经贸摩擦只是一点小波澜”……
与会专家认为，在大国发展过程中，
出现一些波折不是坏事，反而可以检
验我们的能力。

应对挑战，中国有信心，也有底
气。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水
泉说，历经70年风吹雨打，中国既有
深厚实力和巨大潜力，也有强大抗打
击抗风险能力，我们有信心、有决心、
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应对挑战，中国有决心，也有行
动。

去年以来，应对外部严峻环境和
内部下行压力，中央出台的“六稳”等
一系列政策落地生效，中国经济保持
良好发展态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王晋斌说，事实证明，在稳中有变的
环境下，“六稳”政策是确保宏观经济
行稳致远的重要“法宝”。要继续坚
持这一政策，重点是稳预期、稳信心。

“合作共赢是不可阻挡的发展潮
流。贸易发展要不断同国家重大战略
相契合，深入推进同‘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经济合作，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将越走越宽广。”陈文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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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底线决不让步中国有实力应对各种挑战
——业内专家评析中美经贸热点问题

5月10日起，美
方启动对2000亿美
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25％关税。当天在
华盛顿结束的第十一
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
商传递出中方一贯而
坚定的立场：加征关
税解决不了问题，合
作是中美唯一正确选
择，但合作是有原则
的，在重大原则问题
上中方决不让步。

12日，在中国人
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
略研究院举行的中美
贸易关系专题研讨会
上，与会专家表示，面
对美方加税威胁，中
方坚守底线，捍卫国
家尊严，维护人民利
益，展现出大国风
范。加征关税不得人
心，违背时代潮流，中
国有决心、有底气、有
信心应对一切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