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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半年外贸增长3.9%
电动载人汽车出口接近翻番

时事播报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海关总署
12日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
出口总值14.6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9%，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
91.9%，表现亮眼。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出口7.95万
亿元，增长 6.1%；进口 6.72万亿元，增长
1.4%；贸易顺差1.23万亿元，扩大41.6%。

从进出口品类看，上半年，我国机电
产品出口 4.63万亿元，增长 5.3%，占我

国出口总值的 58.2%。其中，便携式电
脑出口增长 11.4%；电动载人汽车出口
增长 91.9% ；太阳能电池出口增长
57.1%。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对欧盟、东盟和
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增长。具
体来看，上半年，我国对欧盟进出口总值
为 2.3万亿元，增长 11.2%，占我国外贸
总值的 15.7%；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1.98万亿元，增长 10.5%，占 13.5%；中日

贸易总值为 1.03万亿元，增长 1.7%，占
7%。

数据显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外贸发展良好，上半年合计进出口
4.24万亿元，增长9.7%，高出外贸整体增
速 5.8 个百分点，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28.9%，比重提升1.5个百分点。其中，我
国对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埃及进出口分
别增长11.5%、34%、1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

进出口6.12万亿元，增长11%，占我国进
出口总值的 41.7%，比去年同期提升 2.7
个百分点。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表示，
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有序推
进，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但是我国
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外贸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加快的趋势没
有改变。”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

习近平请阮氏金银转达对阮富仲总书记、国家主
席的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中越是“同志加兄弟”，
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明年是中越建交
70周年，双方要不忘初心，着眼大局，弘扬友好，深化
合作，在新起点上推动双边关系再上新台阶。要用好
党际交往的传统优势，深化治党理政经验交流，相互
借鉴理论创新成果，让两党永葆生机，共同推动社会
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以共建

“一带一路”同“两廊一圈”对接合作为主线，推动两国
务实合作提质升级，构建互利共赢的全面合作格局。
要密切民间交流，让两国友谊薪火相传。要从两国和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把两党两国高层共识真正落
到实处，以实际行动维护海上和平稳定。要加强在国
际事务中的协同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

习近平说，立法机关合作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双方加强互学互鉴、推进国家建设意义深
远。近年来，中国全国人大和越南国会交往互动频
繁，合作成果丰硕，为各自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开
拓了新思路，也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了保障。希望双
方今后进一步密切交流合作，在加强民意引导、增进
两国民众相互了解方面多做工作，为夯实中越关系民
意基础作出更大贡献。

阮氏金银转达了阮富仲总书记、国家主席对习近
平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她说，越南共产党、国家、
人民始终铭记中国同志在过去和现在给予的宝贵支
持和帮助。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领导下，中国同志必将完成中共十九大制定的重要发
展目标。越方愿与中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
的战略共识为指引，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继续坚定
相互支持，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有效管控分
歧，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王晨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2
日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将对参与售台武
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

有记者问：美国日前宣布了价值约22.2亿美元的
售台武器计划。有消息称中方将对相关美国企业进
行制裁，你能否证实？

耿爽说，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为了维
护国家利益，中方将对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美国企业
实施制裁。

中方将对参与售台武器的
美国企业实施制裁

新华社巴黎7月11日电 第五届
世界新闻教育大会8日至11日在法国
巴黎举办。中国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指委）派出代
表团参加此次大会，并成功申办 2022
年第六届世界新闻教育大会。

本届大会主要聚焦新闻教育面临
的新挑战、新闻教育创新实践、数字时
代的新闻伦理等议题。此外，主要由
高校新闻院系负责人及教师组成的中
国代表团还围绕“新中国 70年中国新
闻教育发展与变化”相关议题展开讨
论。

8日，中国作为唯一候选国家，就

申办第六届世界新闻教育大会展开陈
述，介绍前期准备情况并回答与会代
表问询。世界新闻教育理事会全体成
员 11日投票决定，中国成功获得 2022
年第六届世界新闻教育大会主办权。

教指委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教
授王晓红表示，中国成功申办重要的
国际新闻教育会议，标志着中国新闻
传播类专业在国际学术界开拓探索、
发出中国声音迈出重要一步，对促进
专业学术同行交流、推动中国新闻传
播教育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王晓红说，中国现在有近700所高
校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相关专业，专业

布点1200多个。新闻传播教育从数量
发展向质量提升迈进，新闻传播教育
也日趋国际化。在全球范围交流和对
话中，新闻传播人才起到重要沟通作
用，有助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世界新闻教育大会由32个国家和
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协会组成。第一
届世界新闻教育大会于2007年在新加
坡召开。第六届世界新闻教育大会将
于 2022年 7月 9日至 11日在中国举
办，北京和上海分别为主会场和分会
场。

凌晨到深夜，一些厂区的门口总
是排着大货车，急切等待发货的买主
甚至等不及产品入仓库。垃圾分类进
入“强制时代”后，来自上海等地的分
类垃圾桶订单，迅速涌入中国塑料制
品的重要产地台州。

事实上，从年初开始，上海的很多
小区开始垃圾分类试点，唐传余接到
的上海订单就开始明显放量。同属台
州地区的黄岩区华庭智能家居工程有
限公司，原来每天生产200个分类垃圾

桶，现在已经增长到日产 1万个左右，
增长了约50倍。

某电商平台统计显示，近一个月
来，约 3000家台州日化企业受益于垃
圾分类政策的推进，线上买家增长近
一倍，企业销量同比增长超过45％。

对塑料制品企业来说，未来一个
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垃圾分
类”引向深入，订单量仍然乐观。何况，
未来还有潜力同样巨大的农村市场。

然而，快速涌入的订单让既有产

能应接不暇。“首当其冲的是人手紧
缺，无法匹配工作需要。”唐传余说。

此外，仓储场地不足也是个普遍
难题。台州黄岩区经信科技局办公室
杭璐说，由于大批量生产的垃圾桶占
地面积比较大，仓储用地比较紧张。

要解决突然加剧的这些要素制
约，台州市塑料行业协会办公室主任
陈嘉增认为，机器自动化生产将成为
必然趋势，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是一些
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良机。

上海“垃圾分类”带火“塑料王国”

浙江企业“三班倒”赶制垃圾桶

新华社天津7月12日电 入伏啦！
12日，长达 40天的“三伏”正式登场，这
也标志着真正暑天的开始。天文专家
表示，根据统计数据，从 2015年至 2024
年，连续10年的“三伏”都是40天。

“初伏”和“末伏”都是10天，“中伏”
天数不固定。当夏至与立秋之间出现4
个庚日时，“中伏”为 10天；当出现 5个
庚日时，“中伏”为 20 天。“2015 年至
2024年的夏至到立秋都是有５个庚日，
因此这 10年的‘中伏’是 20天，‘三伏’
自然也都是40天。”中国天文学会会员、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说。

据对本世纪 100年间的“三伏”统
计，伏期为30天的有30年，伏期为40天
的有70年，后者是前者的2.33倍。

“如果用数据来说话，我国民间百
姓笼统所说的‘三’伏天，其实应该叫

‘四’伏天，‘四’伏天更切合实际，也更
准确一些。”史志成说。

那么，40天的伏天一定比30天的伏
天热吗？未必！天文专家表示，伏天究
竟有多热，是由副热带高压的位置、阳
光照射强度、地表湿度等多种气象因素
综合而成，因此，40天的伏天不一定比
30天的伏天炎热。

入伏后，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的
日子来了。史志成提醒，伏天期间，高
温时段多注意休息，及时补水，清淡饮
食，加强对心脏的保养，避免熬夜，规律
饮食，充足睡眠，适当午憩。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 11
日从中国科协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为丰富民众文化生活、增强科普
趣味性，中国科技馆将于今年 9月 12
至 16日、10月 1至 7日、10月 16至 18
日三个时段举办“科学之夜”活动。

中国科技馆副馆长欧建成在会上
说，今年的“科学之夜”活动将以“科
学、科幻、艺术融汇共生”为主题，引入
多种教育活动形式，结合多元化的艺

术表现形式，给公众和科幻爱好者营
造沉浸式的科幻氛围，激发公众对科
学知识、科幻文化的思考。

“科学之夜”活动于去年首次举
办，3D结构投影视觉秀、角色扮演主题
巡游、真人VR人机交互等活动吸引了
大批科技爱好者参与。“今年我们将在
时间、空间和内容形式上进行拓展，增
设室外活动区域，并设置‘平行宇宙’
等共20多个主题的系列科幻展览。”欧

建成说。
活动定于正常闭馆后的晚 6点到

10点开放，届时公众可体验包括科学
互动主题灯光秀、科幻音乐会、小球阵
列实时互动舞蹈秀、“科学真好玩”大
型科学实验体验、“科技馆说”科学沙
龙、科学嘉年华、科学画未来、科幻主
题探秘等多项活动。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 12日从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公
安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要求各地深入实施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和基层成长计划，确
保就业水平总体稳定、就业局势基本平稳。

据了解，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形
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
对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基层单位服务期满并考核合
格的基层服务项目人员，可择优聘用到服务地乡镇
事业单位；对小微企业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就业和离校 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
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放宽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支持高校毕业生返乡
入乡创业创新。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组
织毕业生参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企业和创业
园区纳入就业指导课程实践，建立职业指导师联系
毕业班制度。组织校园招聘活动，向毕业生推送政
策清单、服务清单、服务机构联络清单。将留学归国
人员、港澳台青年纳入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体系。将
有培训需求的高校毕业生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鼓励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
书的同时取得多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这位负责人表示，省会及以下城市全面放开对
高校毕业生、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
限制，精简落户凭证。严肃查处“黑中介”、虚假招
聘、违规检测乙肝项目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以求
职、就业、创业为名义的信贷陷阱和传销、诈骗等违
法犯罪活动，规范就业签约。

这位负责人指出，要扩大就业见习规模，及时摸
排锁定有见习需求的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帮助
他们获得岗位实践机会。将求职创业补贴对象范围
扩大到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的困难毕业生，
补贴发放调整为毕业学年10月底前完成。对就业困
难毕业生和长期失业青年实施“一对一”援助，在深
度贫困地区开展送岗位上门活动。

五部门部署做好当前形势下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7月12日，“隆仔”享受特制的
生日蛋糕。

当日，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
给在广东繁育的“子二代”大熊猫
“隆仔”过一周岁生日。在广东繁
育的首只大熊猫“隆隆”于2018年
7月12日在广州长隆诞下雄性大
熊猫宝宝“隆仔”，目前“隆仔”生长
发育情况良好，体重已达24.5公
斤。

(新华社)

7月12日，列车员在旅游专列上
给旅客介绍沿途旅游景点。

当日，贵州省首条景区高铁直达
旅游专列在贵州省安顺西站举行首发
仪式，贵州全域旅游正式迎来高铁直
通时代。

(新华社)

这是7月12日拍摄的参展花卉。
7月12日，第20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在昆

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共有来自中国、荷兰、以
色列、英国、德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家花
卉园艺企业参展。 (新华社)

第20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开幕

感受科技馆奇妙夜
中国科技馆金秋开放夜场活动

新华社杭州7月12日电“现在工人‘三班倒’，原来的产品也砍掉了不少，给垃圾
桶的订单‘让路’，其中七成订单来自上海。”在浙江台州路桥区航星塑料模具厂，常
务副总经理唐传余步履匆匆。

从2015年至2024年
连续10年“三伏”都是40天

中国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新闻教育大会

广东“子二代”
大熊猫“隆仔”

过周岁

贵州首条景区高铁直达
旅游专列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