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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中美开展经贸合作
是正确的选择，

但合作是有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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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上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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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回阿坝重建奶粉厂
彭云的老家，在阿坝州小金县两

河乡，从小跟牦牛打交道。“小的时候，
家里姊妹多，我和弟弟小，都要在床上
喝一瓢还带着牦牛体温的牛奶再起
床。”彭云说。

2001年，他终于走进向往已久的
“外面的世界”。那一年，他考上成都
理工大学资源环境和城乡规划管理专
业。到成都上大学的那天，在翻过巴
朗山时，他对着大山说了句：“以后把
家人接到成都，再也不回来了。”大学
毕业后，他又考上了研究生。

命运兜转，2009年，彭云因在北
京的销售业绩出色，被高原之宝派往
若尔盖重建奶粉厂。“开始我有点排
斥，转了半天又回到了比家乡更偏僻
的若尔盖。”他说，需要重建的奶粉厂
是上世纪70年代建的，上世纪90年代
就已停产。“我小的时候，阿坝州有几
家国营厂生产的奶粉很受欢迎，还卖
到成都等地。”

彭云说，刚到若尔盖，总共只有三
个人，他和一个综合部经理，还有一个
门卫。“厂区到处都是牛耳大黄等杂
草，近1米高，我把我爱人都喊来一起
割草了。”不久后，他们找回了10多个
国营奶粉厂下岗的老员工。一年多
后，若尔盖生产基地建成投产，全脂奶
粉和酸奶上市。

运到成都，奶粉罐瘪了
“这中间的过程，只有我们经历的

人才知道艰辛。”彭云说，他从销售转
型，先到总公司学习技术，搞懂了每一
个环节的运作。再到黑龙江、南昌等
多地取经，才建成了生产线。结果刚
建成不久，就遇到了问题：从外面花重
金采购的前处理储奶罐内层全瘪了。
后来才找到原因，这是受气压影响，高
原的气压跟前处理储奶罐产地的气压
不一样，“此前在定制的时候没有考虑
到这一因素。”

类似的问题之后再次出现。2011
年6月，全脂奶粉出厂，彭云派人兴致
勃勃地把3吨奶粉拉到成都。到了成
都一拆开，奶粉罐瘪了。这次，他们很
快找到了原因，“肯定又是气压的问
题。”彭云说，3吨奶粉有6000多罐，七
成都出现了瘪罐的情况。“赶紧叫停生

产，重新设计罐体。”彭云组织专家进
行抗压力试验，最后根据实验数据用
加强筋增加奶粉罐体强度，提高罐体
的抗压能力。紧接着，他们又将酸奶
杯体的设计做相应调整，确保了酸奶
产品从高原运到内地后杯体不变形。

还有一次，他和专家团队为找到
最适合牦牛奶的加工参数，蹲在实验
室进行反复实验。“都是一路摸爬滚打
过来的，还是上了好多当，但总算都一

一解决了。”彭云说，尝到甜头后，高原
之宝还成立了四川省牦牛乳生物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四川省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如今，他亲手建起的若尔盖
高原之宝牦牛乳业，已成为我国西南
地区唯一一家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
业，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牦牛奶婴
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

“很庆幸当时选择回去”
吃了亏上了当，彭云想把这些经

验教训和有益的探索都留下来，为牦
牛奶产业的发展做点事情。近年来，
他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
程学院任发政教授合作，在对牦牛乳
收购模式、生乳采集、高原加工生产工
艺等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牵头制
定了一系列中国牦牛奶行业标准。“这
个标准很细，从牦牛乳牧户管理、收购
管理、奶站管理，甚至收奶车清洗都进
行了详细规定。”彭云说。

此后，彭云还参与牦牛奶国家安
全标准修订。先后获得四川省优秀工
程咨询成果三等奖、国际领先科技成
果等奖项和荣誉。在去年召开的第九
届中国奶业大会上，彭云获得中国奶
业“杰出科技人才”奖，高原之宝董事
长王世全也被授予中国奶业“功勋人
物”奖。

“我很庆幸当时选择回去，而且坚
持了下来。”彭云说，以前，喝不完的牦
牛奶，老百姓只能做成酥油和奶渣，费
时费力且卖不到好价钱。如今，高原
之宝若尔盖基地年产能已达10000余
吨，每年从藏区牧民手中直接收奶
7000吨左右，向牧户支付奶款几千万
元，直接带动当地牧民脱贫增收致富，
为藏区产业持续带动扶贫找到了一条
有效的途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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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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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世警会“开放体验日”
萨马兰奇之子前来助阵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璐）5月
12日，距离世警会开幕87天，成都高新
区江滩公园，第十八届世警会筹委会举
行2019成都世警会“开放体验日”暨沙
滩气排球测试赛活动，陆上划艇、飞镖
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其中。

上午9时，由成都市公安局警官艺
术团现场带来的2019成都世警会宣传
歌曲《四海英雄》，揭开了活动序幕。据
世警联合会执委丹尼介绍：“目前，有超
过来自61个国家（地区）的5000多名
运动员报名世警会，这个数字接下来还
将持续上升，在87天后，我们一定能够
尽享世警会。”

“同一个使命，同一个梦想”，随着
世警会口号响起，嘉宾将彩砂倒入刻有
口号的容器内，活动随之进入高潮。

随后，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胡安·安东尼奥·小
萨马兰奇，已故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
兰奇之子，世警联合会执委丹尼等主要
嘉宾移步到沙滩气排球测试赛比赛区
为比赛开球。嘉宾还亲身体验了掰手
腕、飞镖、陆上划艇等世警会比赛项目。

记者了解到，江滩公园的沙滩排球
场地将在世警会上承担所有的沙滩排
球比赛项目，届时会设置六块场地，迎
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警察和消防员。据
成都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副支队长、
世警会沙滩排球赛的参赛队员刘佳介
绍：“我们正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训练备
赛，我希望我们球队取得好成绩，但是
我们不看重这个成绩，我们希望，通过
比赛大家重在参与，重在锻炼。”

活动现场，不少市民参与其中，特
别是陆上划艇，市民排队等着体验一
番。记者了解到，整个测试赛、挑战赛
及体验活动一直持续至当日15时。

5月6日上午10时，成都高新区天府三街的35层高楼上，通过一
块九宫格的显示屏，一双眼睛紧盯着千里之外的若尔盖草原。

很快，男子上前两步，走近大屏，目光停在高原之宝生产车间远程视频监控
系统的画面上。

“做食品马虎不得，每天只有看到设备正常运转、现场操作规范，我才安
心。”男子叫彭云，是从阿坝藏区走出来，最后又回到阿坝藏区创业的藏族大
学生。他从出生就在跟牦牛奶打交道，见证了牦牛乳制品兴衰。如今，他亲
手建起来的奶粉厂年产万吨，直接带动当地牧民脱贫增收。

研究生回藏区重建奶粉厂

老区经济腾飞 且看“沂蒙样板”

见证牦牛乳制品从衰落到重生

关注更多资讯

打开封面新闻

工人在临沂金兰物流基地内工作。
新华社发

这是临沂进口商品城（4月27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发

彭云骑上牧民送奶的摩托车。

彭云向人介绍牦牛酸奶的发酵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