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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近日印发《全面深化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
案》，提出打造服务贸易发展高
地，提升“中国服务”在全球价值
链地位，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对稳
外贸稳外资的支撑作用。

方案指出，完善服务行业管
理制度，加大对服务业与服务贸
易改革、开放、创新支持力度。
探索下放行业管理和审批权限，

率先推进放宽服务市场准入，进
行压力测试，充分释放服务业和
服务贸易发展潜力。

方案明确，对标国际高标
准，在充分竞争、有限竞争类重
点服务领域和自然垄断类服务
领域的竞争环节，分别以全面取
消、大幅放宽、有序放开为原则，
推动取消或放宽对服务贸易的
限制措施。探索放宽特定服务

领域自然人移动模式下的服务
贸易限制措施，探索允许境外专
业人才按照有关要求取得国内
职业资格和特定开放领域的就
业机会，按照对等原则推动职业
资格互认。

方案指出，大力发展数字贸
易，完善数字贸易政策，优化数
字贸易包容审慎监管，探索数字
贸易管理和促进制度。创新传

统服务贸易发展动能，优化消费
环境，着力推动旅游、运输、医
疗、教育、文化等产业国际化发
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着
力加强旅游、体育等领域国际合
作，积极发展入境游特别是中高端
入境游，促进来华留学、就医和购
物，提升生活服务业国际化水平，
引导消费回流，吸引入境消费。

根据方案，全面深化试点地

区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涪
陵区等21个市辖区）、海南、大
连、厦门、青岛、深圳、石家庄、长
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合肥、济
南、武汉、广州、成都、贵阳、昆
明、西安、乌鲁木齐、苏州、威海
和河北雄安新区、贵州贵安新
区、陕西西咸新区等 28 个省市
（区域）。试点期限为3年，自方
案批复之日起算。 据新华社电

数字人民币试点 上海入选

针对美国国务院宣布要求
孔子学院美国中心登记为“外国
使团”以及国务卿蓬佩奥有关声
明，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4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有关做
法是对中美合作项目正常运作
的妖魔化、污名化，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赵立坚说，孔子学院是帮助
各国人民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加强中国与各国教育、文化交流
与合作的桥梁和纽带。长期以
来，美国孔子学院都是大学自愿

申请、两国大学本着“相互尊重、
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合
作成立的，其运作管理公开透
明，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恪守大
学各项规范，为促进中美人文交
流作出了积极贡献，受到所在大
学和美国各界的普遍欢迎。

他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
国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
一己私利，对包括孔子学院在内
的中美合作项目正常运作粗暴
干扰、横加阻挠，完全不可接
受。“我们也注意到，蓬佩奥在其

声明中大量引用毫无事实依据
的所谓报告和报道，其无中生
有、罗织罪名打压孔子学院的用
心可见一斑。”

“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和
零和博弈思维，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将有关教育交流项目政治
化，停止干扰中美间正常人文交
流，停止损害中美互信与合作。”
赵立坚说。

“中方保留对此事作出进一
步反应的权利。”他说。

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
欧期间大谈所谓“清洁网络”，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4日说，美
国在网络窃密方面浑身污迹，提
出搞所谓“清洁网络”荒谬又可
笑。相信国际社会能够看清美
国个别政客的真面目，对美国干
涉别国5G网络建设合作的霸凌
做法说“不”。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据报道，蓬佩奥访问斯洛
文尼亚期间，同斯外长签署了有
关5G网络安全的联合宣言。蓬
佩奥发推特称这反映了“我们保
护公民隐私和个人自由的共同
承诺”。此前蓬佩奥在捷克也谈
到共同建设“清洁网络”。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既然蓬佩奥口口

声声称要建设“清洁网络”，那么
他应该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棱
镜门”“方程式组织”“梯队系统”
等网络间谍活动后面都有美国
的影子？美国情报部门为什么
24小时监控全世界手机和上网
电脑，甚至监听盟国领导人手机
长达十多年之久？这显然是“黑
客帝国”所为。

“美国在网络窃密方面已是
浑身污迹，但它的国务卿居然有
颜面提出搞所谓的‘清洁网络’，
真是荒谬又可笑。”他说。

赵立坚表示，美国一些人所
谓“保护公民隐私和个人自由”，
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从插
手干预别国5G建设，到公开胁迫
盟友服从美国旨意排斥华为，美
国个别政客为阻止中国企业在

5G领域取得领先优势，动用国家
力量不择手段进行打压。“他们
想要的恐怕不是‘清洁网络’而
是‘美国网络’，不是‘5G安全网
络’而是‘美国监听网络’，不是
保护个人‘隐私自由’而是巩固
美国‘数字霸权’。”

赵立坚说，全球化时代，5G
开发应由各国共商共建共享。
将5G问题政治化、搞小圈子的做
法不利于5G的发展，有悖公平竞
争原则，也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
利益。“我们充分相信国际社会
能够看清美国个别政客的真面
目，对美国干涉别国5G网络建设
合作的霸凌做法说‘不’，维护公
平、公正、开放、非歧视性的营商
环境。”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14日发布关
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
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解决司
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
规范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工作。

根据这份规定，人民法院将
严格审查拟鉴定事项是否属于
查明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对
于通过生活常识、经验法则可以
推定的事实，应当由当事人举证
的非专门性问题，测谎等情形，
人民法院不予委托鉴定。

据最高法行装局局长黄文
俊介绍，规定明确测谎结果不属
于民诉法规定的合法的证据形
式，只能起参考作用，人民法院
不予委托鉴定，以避免将测谎结
果当作鉴定意见，影响对案件事
实的认定和司法公正。

据悉，规定还明确了补充鉴
定材料的质证、当事人放弃质证
和鉴定材料有争议等情况的解
决办法，鉴定人承诺书的形式和
内容，鉴定时限要求等。此外，
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鼓励
和支持社会组织和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益诉讼，规定公益诉讼可
以申请缓交鉴定费用和鉴定人
出庭费用。为切实解决群众困
难，规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
事人可以申请暂缓交纳或减免
鉴定费用和鉴定人出庭费用。

规定同时明确，鉴定机构、
鉴定人超范围鉴定、虚假鉴定、
无正当理由拖延鉴定、拒不出庭
作证、违规收费以及有其他违法
违规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情节轻重，对鉴定机构、鉴定人

予以暂停委托、责令退还鉴定费
用、从人民法院委托鉴定专业机
构、专业人员备选名单中除名等
惩戒，并向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
业协会发出司法建议。鉴定机
构、鉴定人存在违法犯罪情形
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有关线索材
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

人民法院建立鉴定人黑名
单制度。鉴定机构、鉴定人有前
款情形的，可列入鉴定人黑名
单。鉴定机构、鉴定人被列入黑
名单期间，不得进入人民法院委
托鉴定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备选
名单和相关信息平台。

规定明确，行政诉讼中人民
法院委托鉴定，参照适用本规
定。规定自2020年9月1日起施
行。 据新华社电

主要指标继续回暖
“经济稳定恢复，向好态势

持续发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付凌晖说，7月份以来，在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我
国经济克服疫情和汛情的不利
影响，继续保持稳定复苏态势，
主要指标继续回暖。

经济稳定恢复——
生产稳中有升，7月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
增速与上月持平；服务业生产指
数同比增长3.5%，增速比上月加
快1.2个百分点。

需求逐渐改善，7月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
降幅比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
商品零售增速今年以来首次由
负转正，增长0.2%；1至7月份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降幅
比1至6月份收窄1.5个百分点。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7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与
上月持平；25至59岁就业主体人
群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个月下
降0.2个百分点。

物价涨势温和，7月份居民
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7%，涨
幅比上月略有扩大，但总的看仍
然温和上涨。

外贸形势好于预期，7月份
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6.5%，其中
出口连续4个月同比增长，好于
预期；外汇储备稳定在3.1万亿
美元以上。

向好态势持续发展——
产业升级态势没有改变，高

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增长9.8%、13%，明显快
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速；现代
服务业增长态势较好，7月份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3.7%。

市场预期整体改善，7月份，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1.1%，比上月提高 0.2 个百分
点 ，非 制 造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54.2%，均连续 5 个月高于临界
点。

全年物价保持基本稳定
7月CPI涨幅比上月扩大0.2

个百分点，涨幅连续两个月有所
扩大。

“全年物价保持基本稳定是
有基础有条件的。”付凌晖说，我

国粮食产量连续 5 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粮食库存比较
充足，夏粮再获丰收，全年食品
价格保持稳定有基础、有条件；
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下降，服
务价格大幅上涨的基础并不存
在。

他分析说，7月份食品价格
同比上涨13.2%，影响CPI总涨幅
的99.3%，是推动CPI上涨的主要
因素。从结构看，7月份猪肉价
格同比上涨85.7%，影响CPI上涨
约2.32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
7.9%，影响CPI上涨约0.19个百
分点。

付凌晖说，当前猪肉价格上
涨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随着
企业复工复产，餐饮服务逐渐恢
复，猪肉需求有所扩大；另一方
面是7月份南方汛情对生猪生产
和调运产生不利影响。鲜菜价
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汛情影响
了生产和调运。

“生猪存栏量在逐季上升，
但生猪生产供给还处于紧平衡，
价格高位运行会持续一段时间，
总的看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可能
性不大。”付凌晖说，鲜菜价格主
要是短期因素冲击，鲜菜生长周
期较短，对整体价格不会产生明
显推动。

高度重视重点群体就业
就业位于“六稳”“六保”之

首。付凌晖说，随着稳就业政
策落地见效，农民工就业形势
整体改善。二季度末，农村外
出务工劳动力达到1.775亿人，
相当于去年同期的97.3%。7月
份，城镇外来农业户籍人口的
调查失业率是5.7%，比4月份的
6.4%有所回落。随着经济形势
恢复，就业需求也在扩大，直播
带货、移动出行、网络零售等新
型就业增加，对稳就业发挥了
重要作用。

他同时指出，当前就业压力
依然存在。7月份城镇调查失业
率比上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
随着大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
场，20至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失
业率上升，比去年同期高3.3个
百分点。对重点群体要给予高
度重视，落实好相关援企稳岗政
策，坚定扩大内需，推动经济稳
定恢复，带动整体就业岗位增
加。

据新华社电

经济稳定恢复 向好态势持续
——国家统计局解读当前经济形势美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登记为“外国使团”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美方所谓“清洁网络”荒谬可笑

测谎结果不属于合法证据形式

外交部

最高法

国家统计局14日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生产供给继续复苏，市场需求逐

渐回暖，就业、物价总体平稳，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

信心趋于增强，国民经济运行保持稳定恢复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