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民族乐团开始 2019俄罗斯巡演
据新华社圣彼得堡 11 月 13 日电

（记者 陈梦阳 鲁金博）当地时间 13 日
晚，中国与俄罗斯艺术家在圣彼得堡卡
贝拉音乐厅共同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名

为 《海上生民乐·和平颂》 的精彩音乐
会， 开启了上海民族乐团 2019 俄罗斯
巡演之旅。

除竹笛、二胡、琵琶、京胡、鼓、唢呐
等参与了演奏外，音乐会中，上海民族
乐团还与安德烈耶夫国立模范民族乐

团联手演绎了中国著名作曲家赵季平

创作的民族交响乐《和平颂》，以音乐抒
发护卫和平、携手前行的美好祈愿。 演
出前和中场休息时，观众们在剧场走廊

里饶有兴趣地观看了乐团带去的“魅力
上海”图片展。

据介绍，此次演出是第八届圣彼得
堡国际文化论坛的重要内容之一。除了
与安德烈耶夫国立模范民族乐团合作

外， 上海民族乐团还将于当地时间 14
日和 16 日， 分别与俄罗斯奥西波夫模
范民族乐团和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民

族乐团合奏俄罗斯民间乐曲。乐团团长
罗小慈说：“虽然我们的乐器、 音乐语
言、音乐素材不尽相同，但这种碰撞、交
融非常令人惊喜和振奋！ 在中俄建交
70周年之际，我们再次与俄罗斯艺术家
合作，共同谱写中俄友谊的灿烂乐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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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因交通管理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S20238 省道新桥超限站 259kM200M、商水县阳城大道与汽配城路十字路口、商
水县嵩阳大道与融辉南路交叉口、商水县焦黄路与 S20213 省道交叉口，自 2019
年 11 月 18 日启用电子警察，现予以公告，望各位司机同志遵守交通规则，谨慎
驾驶。

商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 11月 15 日

交房公告
尊敬的观澜国际业主：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永丰·观澜国际 25 号综合楼经五大责任主体单位共同
验收合格，已具备交付条件。 现定于 11月 17 日正式交房，届时敬请各位业主携
带身份证原件、购房合同原件、缴款凭证及相关费用到永丰·观澜国际售楼处办
理交房手续。 我们真诚地恭候您！ 顺祝生意兴隆、万事如意！

售楼部地址：周口市庆丰街观澜国际小区南门向西 100 米路北
详情咨询热线：0394—6073333

周口市金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15 日

注销公告
������太康县金亿面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所有
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太康县金亿面业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15 日

遗失声明������●韩承佑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Q410114989，母亲：刘珊珊，父亲：韩
志文，声明作废。

2019年 11月 15 日
●李欣不慎将周口华裕实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周口恒大名都 8 号楼 1 单
元 2302 号房屋房款收据 （一份 ）丢失 ，
编号：3047730，金额：198231 元，声明作
废。

2019年 11月 15 日
●河南春天物流运输有限公司豫

PX1296（证号 ：411620066520）、豫 P7J11
挂（证号：411620042537）的营运证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2019年 11月 15 日
●周口汇鑫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

豫 PX3132 营运证不慎丢失 ， 证号 ：
411620067408，声明作废。

2019年 11月 15 日

●中共聂堆镇古楼营村支部委员会
公章丢失，编码：4116220005201，声明作
废。 2019年 11月 15 日

●太康县思荣养殖有限公司不慎
将开户许可证（编号：J5085000474201）、
机构信用代码证 （编号：0081495557）丢
失，声明作废。

2019年 11月 15 日

● 扶 沟 县 人 民 医 院 李 娜

（4127211981****0644）不慎将护士执业
证丢失，编号：200841119559，声明作废。

2019年 11月 15 日
●中国共产党沈丘县委直属机关

工作委员会不慎将开户许可证丢失，开
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沈丘支行， 账号：
41001564910080206888， 核 准 号 ：
J5089000400601，声明作废。

2019年 11月 15 日

从“双 11”买动全球读懂中国经济驱动力
新华社记者 杜白羽 叶书宏

“双 11”破纪录的消费盛况，犹如
翻腾在中国经济大海之上的浪花，大
海之下涌动的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所释放出的强大内需动力。
这场堪称 “全球最大的购物盛

事”令世界侧目。 仅从天猫“双 11”交
易额和速度看，突破 100 亿元人民币
只用了 1分 36 秒， 突破 1000 亿元人
民币只用了 1小时 03分 59秒……有
外媒惊叹，中国人的消费意愿超出预
期，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超乎想象。

透过中国“双 11”买动全球的盛
况，人们不仅看到了消费拉动力在中
国经济版图上的崛起，更读懂了中国
以系统性思维激活内需引擎的增益

之道。
巨大的消费潜力，源自百姓荷包

鼓鼓的源头活水 。 消费结构提质升
级，为企业发展催生出海量商机。

随着民生日益改善，中国居民可
支配收入逐年增多。 从买便宜到买品
质，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不断升级
换代； 从买空调到买空气净化器、扫
地机器人再到可穿戴设备，映照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

消费者想买什么 ， 企业就造什

么，两者高效对接，催生出海量商机，
推动中国制造不断创新升级。 有趣的
创意产品、有料的高科技新品 、有品
的个性定制纷纷涌现，成就一片生机
勃勃的市场蓝海。 走在世界前列的电
商经济，正在日益促使新消费成为中
国经济的一大亮点。

满足海量消费需求，需要完善的
产业能力支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加速推进，激发出更大的内需空间。

经过 40 多年改革开放， 中国已
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

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为百
姓满足消费需求提供了强大的产业

支撑。 与此同时，中国加速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解决供需错配问题，
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释
放出更大的内需空间。

“双 11”走过 11 年 ，中国市场也
在不断进化，消费与供给不再是泾渭
分明的两个经济过程，而是通过互联
网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依托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分析，将线上消费与现实
生产连通，进而实现更精准的供需匹
配，满足人们更加多样化的高品质消
费需求。

数字化变革，让供需对接的效率
极大提升。 科技应用创新，为构建中
国内需驱动型经济赋能。

“双 11” 不仅是中国市场活力的
写照，更是中国消费网络的一次高效
能演示。 从多样的电商交易平台，到
便捷的电子支付手段，再到高效的全
国物流网络，供给端到需求端的消费
通道在数字化助力下效率极大提升。
从下单到收货，以分钟计的中国速度
令世界惊叹。

科技赋能消费的优势在中国日

益凸显。今年的天猫“双 11”订单峰值
超 54 万笔/秒，中国自主研发的飞天
云操作系统，成功支撑了这一全球最
大规模的流量洪峰。 “物流天眼”，移
动闪付，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商品防伪
溯源等创新应用，让交易更加便利和
安全。 未来，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技术的智慧型零售 ， 智能消
费、绿色消费都将成为新趋势 ，助推
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中国市场大门越开越大，为百姓
带来更多的消费选择。 各国企业积极
参与其中，在共享机遇中实现共同发
展。

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为全球经

济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 美国沃克
斯网站报道说，世界上这场最大的购
物活动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中国消费市场庞大。 西方大品牌
以及零售商正抢着搭上这股促销的

风潮。
全球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

万多个进口品牌参与了这场经济盛

宴，亚马逊等海外电商积极推出中国
市场专享的定制折扣。 此外，这次“双
11”同第二届进博会无缝对接 ，从展
会现场到电商平台，本届进博会参展
品牌中，有 113 个新品牌将入驻天猫
国际，借助跨境电商平台实现在华业
务拓展。

从两端施力 ，拉动消费 ，优化供
给，不断激发消费潜能；从中间施策，
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让供需对接更
加便利精准……“双 11”所折射的，是
中国内需为经济带来的澎湃动力，体
现出中国从 “世界工厂 ”到 “全球市
场”的深刻转型，彰显出中国市场的
蓬勃生机和中国人驾驭发展的智慧

与创新。
（新华社北京 11月 13日电）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3日到访美国白宫， 与美
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双方讨论了叙利亚冲突、土耳
其从俄罗斯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打击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和双边贸易等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埃尔多安此访正值美土“多事之
秋”，双方在土越境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土购买
S-400系统等问题上分歧难消，双边关系短期内恐难
回暖。

埃尔多安访美难解美土困局
新华社记者 刘晨 刘品然 刘阳

稳定关系特朗普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

上表示，土从俄购买 S-400 系统为美
土关系带来非常严重的挑战，希望未
来可以解决该问题。 他还表示，希望
未来能将双边贸易额扩大到 1000 亿
美元。

埃尔多安则表示，土耳其重视与
美国关系，双方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解
决 S-400问题。他同时重申土耳其要

求引渡现居住在美国的土耳其宗教

人士居伦。
当前， 美土关系处于历史低点。

过去几个月里，双方纠葛不断，特朗
普政府制裁土政府多个主要部门及

高官。埃尔多安此访能否成行也一度
打上问号。

土耳其多名官员上周“放风”称，
因美国国会众议院此前表决通过的涉

土议案激怒土耳其， 埃尔多安可能取
消赴美行程。美国会 17名众议员则在
8日写信给特朗普， 要求其考虑到土
耳其当前在叙利亚和 S-400问题上的
做法，取消埃尔多安的访问计划。

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资

深研究员戴维·波洛克对新华社记者
表示，尽管矛盾重重，但美土关系对
两国都十分重要，双方并未到“一拍
两散”、各走各路的地步。在美土国内
均存在强硬声音的情况下，两国领导
人会晤依然如期举行，表明双方有意
借此机会稳定双边关系，不想把关系
彻底“搞僵”。

难弥分歧波洛克指出，尽管美土领导人如
期见面，但鉴于双方目前在多个问题
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想要通过一
次会晤就淡化分歧、实现关系“由冷
转暖”，恐怕并不现实。

舆论普遍认为，土购买俄 S-400
系统是双方缓和关系前绕不过去的

一个“坎”。 今年早些时候，不顾美方
多次“口头警告”，土耳其坚持履行与
俄方合同购入 S-400 系统，美国则因
此叫停土耳其参与 F-35 战机项目。
在美欧国家看来，作为北约成员国的

土耳其如此高调“亲俄”，从军事与地
缘政治安全上来说，均难以容忍。

此外，土越境打击叙库尔德武装
问题也引发美国国会极大不满。美国
会两党议员正在推进多项制裁议案，

要求土耳其从叙利亚境内撤军，否则
将考虑对土施行武器禁运及制裁金

融机构和高级军官等措施。
不过，从土方表态来看，不论是

在购买 S-400 系统或是打击叙库尔
德武装问题上， 土方均没有让步迹
象。

“大棒”加“胡萝卜”尽管心存不满，美国对土依然留
有余地。 依据美《以制裁反击美国敌
人法》， 土耳其从俄购买 S-400 系统
已构成被美国制裁的条件，美国国会
也敦促启动制裁，但特朗普政府却迟
迟未“动手”。

据《华盛顿邮报》援引特朗普政
府匿名高级官员的话说，现在美国在
S-400 问题上的“红线”已从购买 S-

400 本身退至只要该系统在实际应
用中不涉及获取 F-35战机系统相关
信息即可。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中东问题专

家亨利·巴基认为， 如果因美国制裁
而引发土耳其经济动荡，有可能将土
耳其进一步推入俄罗斯的怀抱，这并

非美国乐见的结果。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

布莱恩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白

表示，土耳其所扮演的地缘政治角色
至关重要，失去土耳其这样一个北约
盟友，对于欧洲或美国而说，都不是
一件好事。

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当前土耳其
“向东看”的趋势，美国采取“大棒”加
“胡萝卜”政策应对。 一方面，特朗普
政府威胁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另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也描绘出双边贸
易额达到 1000 亿美元的美好前景 ，
但前提条件是土耳其在诸如 S-400
系统等重要问题上“取得切实进展”。

（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13日电）

������特朗普弹劾调查进入公开听证阶段 11 月 13 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驻乌
克兰临时代办泰勒（中）和美国负责欧洲和亚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肯特（左）
出席听证会。 由美国国会民主党人主导、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13日进入公
开听证阶段。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中国的扶贫成就令世界瞩目
新华社纽约 11 月 13 日电

（记者 潘丽君 张一弛）2019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减贫” 研究
学者迈克尔·克雷默近日在纽约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过
去几十年，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推
动下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 脱贫
攻坚取得了 “巨大成功 ”，令世界
瞩目。

克雷默说， 中国采取多种方
法来促进经济发展、减少贫困，这
一过程非常成功。 中国推动政府
简政放权，结合激励措施，激发了
地方在实现经济增长、 保护环境
和减少贫困等方面的能动性 ，这
是中国成功扶贫减贫的一大要

素。
克雷默表示， 深化改革开放

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

力，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经
济增长， 同时关注社会保障网的
建设， 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减贫也
有一定借鉴意义。

他说，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中
国在参与市场竞争的同时， 不断
扩大进口， 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创
造了大量机会，“从长期看， 中国
自身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在惠及
其他地区发展方面， 也将继续发
挥积极作用”。

现年 55 岁的克雷默为哈佛
大学教授， 与任职于麻省理工学
院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
迪弗洛因 “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
的实验性做法” 而共同获得 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以色列空袭加沙致 5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1 月 13 日， 在加沙地带汗尤尼
斯，巴勒斯坦人聚集在被以色列空袭摧毁的房屋旁。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
13 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继续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造成 5 名巴勒斯坦人死
亡。 新华社发

朝鲜批评美韩联合军演是“背叛行为”
新华社平壤 11 月 13 日电 （记者

程大雨 江亚平） 据朝中社 13 日报道，
朝鲜国务委员会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
批评美国和韩国计划近期举行的联合

空中训练是“反朝敌对演习”，并表示类
似做法是对朝美新加坡会晤共识的“全
盘否定”，美韩屡次开展联合军演是“以
恶报善的背叛行为”。

这名发言人表示， 朝方已明确表
示，美韩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将不可避
免地成为激化朝鲜半岛形势的主要因

素，朝方对此深表忧虑，并要求其停止
这一行为。 但美韩不顾朝方屡次警告，
依然决定在敏感时期实施这一反朝敌

对军演， 将进一步引发朝鲜人民的愤
怒、挑战朝方的耐心。

这名发言人还表示，朝方根据与美
方的约定， 中止了美方忧虑的多项举
动，竭尽所能采取善意措施，但美方坚
持用老方式对待朝鲜，并不断举行美韩
联合军演等敌对军事行动，这些做法是
“以恶报善的背叛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