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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6日在

北京闭幕，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听取并审议了民
进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民主
促进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国民主促
进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民主促进会章
程〉修正案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由199人组成的新
一届中央委员会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6日宣布，韩国总统文在寅
将于12月13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白俄罗斯总理科比亚科夫5日表示，今年白俄
罗斯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2%，增速高于此前预期
的1.7% （据新华社）

2017年12月7日 星期四
中国·世界

JIAOZUO DAILY
03

■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李 非│版式：李新战│校对：刘 勇│组版：华保红

国际时讯

▲

国内时讯

▲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12月6
日在广州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贺信，全文如下：

值此2017年广州《财富》全
球论坛开幕之际，我谨对论坛的
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方嘉
宾来华出席会议表示诚挚的欢
迎！

本届 《财富》 全球论坛以

“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格
局”为主题，聚焦全球发展面临
的关键问题，与会嘉宾就此交流
思想、建言献策，对促进世界经
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
和发展蓝图。我们将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激发全
社会创造力，持续释放发展活
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
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展望未来，中国发展动力更足、
人民获得更多、同世界互动更
深，将为全球发展创造更多机
遇、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经济具有长期向好的
光明前景，有基础、有条件、
有动力实现稳中有进、持续向
好 。 中 国 开 放 的 大 门 不 会 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经营环境
将更加开放、透明、规范。中
国将继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促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 动 经 济 全 球 化 朝 着 更 加 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的方向发展。我们热忱欢迎全
球企业家来华投资兴业，共享
中国改革发展带来的机遇，共
创中外经贸合作美好未来！

预祝2017年广州《财富》全
球论坛圆满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年12月6日

习近平向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致贺信

金砖五国老年人口3.8亿
占全球四成多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罗争光）
记者6日从在京召开的2017金砖国家老龄会议上
获悉，截至2015年，金砖五国60岁及以上人口
达3.8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42%。

此次会议由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
导，中国老龄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和联合国人口
基金驻华代表处共同主办，以“凝聚共识 共同
应对”为主题，是金砖国家间首次围绕老龄问题
召开的国际会议。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发布的数据和中
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整
理的数据均显示，截至2015年，金砖五国60岁
及以上人口达 3.8 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 42%，
其中中国老年人口超过2亿、印度超过1亿。预
计到本世纪中叶，金砖五国老年人口将达到9.4
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45%。

据新华社郑州12月6日电（记者
宋晓东）记者6日从河南省南水北调办
公室了解到，通水3年来，河南省累计
受水40.25亿立方米，占中线工程供水
总量的38%，惠及全省11个省辖市的
1800万人，供水效益不断提升，极大
缓解了河南水资源供需矛盾。

截至12月5日，河南省3年来累计
有 33 个口门及 14 个退水闸开闸分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向引丹灌区、59座
水厂、3 座水库及 14 条沿线河流供水
补水，累计供水40.25亿立方米，占中
线工程供水总量的 38%，供水覆盖河
南 11 个省辖市和 2 个省直管县，受益
人口达到1800万人，并实现农业有效
灌溉面积达115.4万亩。

据河南省南水北调办副主任杨继
成介绍，在确保供水的同时，南水北

调还发挥了生态补水功能。今年抓住
丹江口水库来水充分的机遇，通过南
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河南省向下游河
道及水库累积补水 2.96 亿立方米，受
水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沿线14座城
市地下水位明显回升，河南受水区浅
层地下水位平均升幅 1.14 米，其中郑
州市地下水位回升超过3米。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3年向河南供水超40亿立方米惠及1800万人

据新华社厦门12月6日电
（记者刘奕湛、郑良） 根据上海
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
有关决议，上合组织“厦门-
2017”网络反恐联合演习6日在
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上合组织8
个成员国主管机关代表团及地区
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代表团参加。

据了解，为加强网络反恐领
域的执法合作，上合组织地区反

恐怖机构理事会于 2015 年 10 月
在中国厦门举行了首次网络反恐
联合演习。2017 年，为进一步
完善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主管机关
之间在查明和阻止利用互联网从
事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
义方面的协作机制，交流相关工
作经验做法，上合组织地区反恐
怖机构理事会决定再次在中国举
行网络反恐联合演习。

上合组织网络反恐联合演习
再次在中国举行

俄罗斯中医药学会
正式运营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5日电（记者栾海）
俄罗斯中医药学会5日在莫斯科宣布，该学会日
前在俄司法部注册为非营利性组织，并在中国驻
俄罗斯使馆登记备案，由此正式开始运营。

俄罗斯中医药学会会长李云海在当天举行的
发布会上说，中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世界传统医学及文化宝库中的璀璨
明珠。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俄罗斯中医
药学会应运而生。他说，俄罗斯中医药学会是俄
境内中医药界自发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其会员
将通过治疗、办学、学术讲座和交流传播中医知
识及文化。“学会的工作重心是为中医在俄传播
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便利，维护中医从业者在俄
合法权益。相信俄罗斯中医药学会必将助力开启
中医药在俄发展的崭新历程”。

据介绍，俄罗斯中医药学会于2015年5月开
始筹划建立，是目前唯一一家在俄司法部注册并
在中国驻俄使馆登记的华人中医药组织。

英国警方
挫败一起暗杀首相的阴谋

据新华社伦敦12月6日电（记者顾震球）
英国伦敦警方5日宣布，挫败了一起针对首相特
雷莎·梅的自杀式恐怖袭击阴谋，并指控两名男
子涉嫌谋划这一行动。

伦敦警方表示，反恐部门11月28日分别在
伦敦北部和伯明翰东南部地区抓获两名犯罪嫌疑
人。两人目前已被关押，警方5日对他们正式提
出指控，两人6日在伦敦出庭受审。

据英国媒体报道，警方认为，这两名男子企
图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用简易爆炸装置发动
袭击，并趁乱用刀刺杀梅。

负责英国国内安全事务的军情五处 （英国
安全局） 负责人安德鲁·帕克 5 日向内阁通报
了这起暗杀阴谋。他说，在过去一年中，英国
已挫败 9 起在英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图谋。他
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近来在叙利亚和伊
拉克受到沉重打击后，开始策划在英国境内发
动恐怖袭击。

新华社天津 12 月 6 日电
（记者周润健） 滴滴出行副总裁
杨峻5日在此间透露说，到2020
年，滴滴出行在其平台投放运营
的电动汽车将超过100万辆。

5日，国能新能源汽车与滴
滴出行在天津高新区签署了采购
框架协议，双方将加强深度合作。

滴滴出行基于大数据的机器
学习技术，为全国用户提供包括
出租车、专快车、顺风车、公
交、小巴、代驾、试驾、租车等
多种出行服务。

杨峻说，在全国400多个城
市里，滴滴出行每天的峰值订单
达到 2800 万单，成为全球较大
的一站式出行平台。

“如何提供更高效、低碳、可
持续发展的交通出行解决方案，
一直都是滴滴出行考虑的问题。”
杨峻说，在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普
及率还不高，由于成本、充电等因
素，普通家庭购买新能源汽车的
性价比还没有达到最好的时候，
但不同的是，滴滴出行体系中的
很多司机越来越多地选择电动汽
车，因为他们每天的使用量非常
大，使新能源汽车更容易体现其
在能源成本上的优势。因此，我
们认为，新能源汽车将会率先在
运营的交通体系里普及。滴滴出
行将致力于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
的发展，积极推广鼓励新能源汽
车在滴滴出行平台的运营。

到2020年滴滴出行平台
将投放超100万辆电动汽车

12月6日，西成高铁由西安北站驶出的列车经过西成高
铁跨西宝高铁特大桥。该桥是出西安北站的第一座特大桥。

当日，西安至成都的高铁列车呼啸着穿过秦巴山脉，开
辟了中国西部发展新格局：西北西南快速通联，推动中国南
北交通格局之变；5万亿元经济总量的“成渝西”城市群浮
出水面，带动西部经济格局之变；中国涉及省份最多的秦巴
山集中连片贫困区串起高铁扶贫路，催生西部人民精神面
貌、发展理念之变。 刘 潇 摄（新华社发）

12月6日，仓库巡逻机器人在2017世界智能制造大会
展示区京东展位进行展示。

当日，为期3天的2017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在南京国际博
览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以“聚·融·创·变”为主题，共吸
引来自国内外的300余家企业参加。据介绍，本次大会分智
领全球高峰会、智领全球嘉年华和产品技术展示三大板块。

李 博 摄（新华社发）

●

●

新华社纽约12月5日电（记者王
乃水） 美国知名投资银行美银美林 5
日举行全球经济年终展望会，发布
2018年全球经济十大预测，对全球经
济整体形势表示乐观。

一、标普 500 指数将继续上涨。
预计标普 500 指数将于 2018 年年底达
到2800点，但期间可能会遭遇10%甚
至更高幅度的回调。

二、全球经济稳健增长。预计
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3.8%，高
于2017年的3.7%，大部分经济体都将
呈现加速增长态势。

三、美国经济加速增长。预计
2018 年美国经济将增长 2.4%，高于
2017年的2.2%，明年美国失业率将进
一步降至 3.9%。税改方案将令 2018
年、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提高0.3
个百分点。

四、全球通胀水平将有所回升。
2018年年底、2019年年底美国核心通
胀率将分别涨至1.8%、2.0%；欧洲通
胀水平也将轻微上升，预计2018年年

底核心通胀率会达到1.2%，仍低于欧
洲央行2%的目标。

五、新兴市场投资回报率下降。
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欧洲央行逐
步退出货币宽松等因素，都将影响新
兴市场债券、股票等市场的投资回
报，地缘政治风险等也会增加新兴市
场不确定性。

六、美联储升息步伐或超预期。
市场可能低估了税改方案对美国经济
增长的潜在影响，明年一季度美联储
加息节奏可能进一步加快。

七、外汇市场波动增强。美联储
加息及税改导致美元回流等因素将推
高美元，预计明年一季度美元指数有
望触及97的高位。但从全年看，受全
球央行政策变化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
素影响，美元指数将会出现较大幅度
波动。

八、大宗商品市场稳中有涨。美
联储加息及美元升值将对国际油价走
势造成下行压力，但全球需求增长及
产量控制将抵消这一不利因素，明年

年中伦敦布伦特油价预计将涨至每桶
70美元左右。

九、信贷息差收窄。全球信贷市
场基本面趋势不尽相同，并不存在单
一的全球信贷周期。对美国而言，由
于信贷市场需求旺盛，预计2018年上
半年信贷息差会收窄；由于量化宽松
和负利率，欧洲市场信贷息差预计将
连续第二年收窄。

十、美国股市投资回报将继续强
于债市。预计2018年美国股票市场投
资回报将连续第七年强于债市，将创
1928年以来新高。

美银美林全球经济研究主管伊
森·哈里斯表示，总体来看，美银美
林对 2018 年全球经济增长保持乐观，
大部分主要经济体都会呈现出高于趋
势增长、温和通胀态势。

他同时表示，在2018年全球经济
下行压力方面，地缘政治风险、贸易
保护主义、通胀超预期增长是最值得
关注的三大风险。

美银美林乐观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