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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半年报彰显中国魅力

复苏势头强 变革活力足
——从 2021 西安丝路旅博会看中国旅游发展后劲

为期三天的 2021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
旅游博览会 18 日落下帷幕。来自 15 个国
家和地区的驻华使节、展商，国内 31 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800 余家
文旅企业、机构在旅博会上推介、洽谈。会
上不仅成功签约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文旅
项目，
还显露出中国旅游业快速复苏、技术
赋能、国际合作等发展新态势。

旅游复苏势头强劲
大屏幕上，西藏风光旖旎，看得过往观
众心驰神往；
展台旁，阿里地区旅游发展局
的工作人员吴蘅洋被来咨询的人团团围
住，
热情地回答关于阿里旅游的问题。
“上半年，阿里接待游客量超过 43 万
人 次 ，旅 游 收 入 达 到 4.98 亿 元 ，分 别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55.5％和 41.88％。现在
是暑期出游高峰，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吴
蘅洋边向记者介绍，边忙着发放《阿里旅游
宝典》。
这样火热的推介场面在 2021 西安丝
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上随处可见，也是
当前中国旅游产业强势复苏的缩影。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期发布的《2021 年
上半年旅游经济运行分析报告》显示，
预计今
年上半年，国内游客达 23.55 亿人次，恢复至
2019 年的 77％，较 2020 年同期增长 153％；
国内旅游收入为 1.95 万亿元，恢复至 2019
年的 70％，
较 2020 年增长 208％。
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
张西龙表示，当前旅游业的复工复产及疫后
振兴，对提振民众信心、催生新业态、提升社
会复原力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不断
凸显。

技术赋能潜力巨大
戴上 VR 眼镜就可“进入”景区，身临其
境一般体验一步一景。在中国电信的展台
上，一款“XR＋5G”的智慧旅游项目吸引了
众多观众。据中国电信展区工作人员孔祥龙
介绍，通过增加设备，体验者甚至能获得触
觉、嗅觉等全方位的感受。
“这样一台机器放在游客服务中心，
可以
让游客欣赏到景区的四季美景，不仅丰富了
旅游体验，还能吸引他选择心仪的时间段再
次来游玩。”体验过后，一位景区的负责人有

了新思路。
随着各种技术手段层出不穷，旅游业催
生出诸多新玩法、新业态。一场深远的旅游
技术革命正在发生。
参展期间，不时有旅行社和景区的负责
人找到去哪儿网目的地营销副总裁高子立
对接洽谈。
“疫情期间，消费者线上消费习惯
得到培养，旅游与数字经济融合进一步加
深，越来越多的传统旅游业从业者主动与线
上平台合作，开发新产品，寻求新机遇。”高
子立说。
展会期间，智慧文旅、数字化赋能、景区
二次消费等议题备受关注。数字化创新起步
较早的敦煌智慧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尝
到了智慧文旅的甜头。公司总经理刘晓峰介
绍说：
“以鸣沙山景区为例，游客人数从 2012
年的 70 万，增长到 2019 年的 248 万。依托
数字化成果，在 2015 至 2017 的三年里，实现
了每年 30％的增长。今年的游客人数和旅
游收入均较 2019 年有所增长。
”

况下到访乌拉圭。”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
多·卢格里斯在 2021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
博览会开幕式上发出邀请。
在乌拉圭的展台里，不仅有旅游风光展
示，还有葡萄酒、橄榄油、紫水晶等特产。乌
拉圭驻重庆总领事馆贸易投资专员布鲁诺
说：
“ 中国一直是我们重视且欢迎的客源地
国，
因此我们在展会上全方位地展示乌拉圭，
还在互联网上投放旅游宣传片，让更多中国
人了解乌拉圭。
”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风 光 大 片 、伊 朗 的 挂
毯 ……在国际展区浏览一圈，异域风光尽收
眼底。尽管跨境游还未恢复，海外旅游机构
和企业仍以极大的热情和诚意参与展会。
在韩国展台里，大屏幕上韩国明星拍摄
的旅游宣传片循环播放，吸引了许多年轻观
众的目光。韩国旅游局发展局北京办事处江
原道所长崔艳正在不断接受咨询。
“今年我们参加了许多展会，
还主动举办
了 多 场 文 化 体 验 活 动 ，给 中 国 消 费 者‘ 种
草’。”崔艳说，
“江原道旅游机构正在为海外
游客的到来做积极准备。
”
新华社西安 7 月 18 日电

海外旅游期待中国游客
“回归”
“我们诚挚地邀请诸位在条件允许的情

“稳健复苏”
“充满韧性”
“超出预期”
……中国日前发布
的经济半年报引来外媒和国际机构广泛关注和点赞。借助
国际视角，我们能更好读懂这份亮眼成绩单背后展现的中
国魅力。
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 7.9％，6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12.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3％……外媒
评价，
上半年中国经济多个数据超出预期，
其中同比增长达
28.7％的吸引外资数据尤为亮眼，即便与 2019 年同期比，增
幅也高达 27.1％，充分印证了外资看好中国并非停在嘴上
说说，
而是付诸行动。
这份半年报印证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近
期，包括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国
际机构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在新冠肺炎疫情阴
霾仍然笼罩的当下，这些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投下这样的
“信任票”足见分量。这是中国疫情防控得力、经济复苏强
劲、
高质量发展成色十足的真实写照。
这份成绩单来自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不懈努力。
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对疫
情，
中国开放非但没有止步，
反而不断加快。得益于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即将生效影响，东盟上半年
对华投资增速超 50％。有外媒日前发文指出，中国最新经
济数据凸显了为什么对许多公司来说，在中国经营仍然是
值得的。
成绩亮眼，
更应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当前，
全球疫情
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复苏仍不均衡，
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布局调整仍在继续。理性、全面、准确、辩证地判
断形势、
砥砺奋进，
才能创造更多佳绩。
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
坚持走改革开放创新路子，
中国
经济魅力必定持续绽放，继续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重要力
量。
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

江西出台多项措施

开展快递包装
“绿色革命”
新华社南昌 7 月 18 日电 快递过度包
装日益成为影响物流行业转型升级的难
题。为加强快递包装的绿色治理，江西省
日前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
型的若干措施》，提出建立健全可循环快递
包装应用体系，实现快递包装绿色转型。
江西要求，各地要加强快递包装领域
塑料污染治理，推广可循环、易回收、可降
解替代用品，推动重点地区逐步停止使用
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
袋，
减少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胶带，
鼓励电商
企业通过产地直采、原装直发、聚单直发等
模式，
减少快递包装用量，并引导电商企业
践行快递包装绿色转型新理念，落实快递
企业快递包装管理责任，推动相关企业建
立实施绿色采购制度。
此外，江西还将在社区、高校、商务中
心等场所规划建设快递共配终端和可循环
快递包装回收设施，开展快递包装箱集中
回收，适度提升复用比例，鼓励电商企业、
快递企业与商业机构、便利店、物业服务企
业等合作设立快递包装协议回收点，投放
快递包装废弃物的回收设施，推进快递包
装废弃物的规范化、洁净化。

现代人仅7％基因组
不同于其他早期人类
新华社微特稿 究竟什么让智人与众
不同，进化成为如今的现代人？美国一项
研究显示，答案可能存在于仅占人类基因
组 7％的特有遗传物质。
据美联社 17 日报道，加利福尼亚大学
圣克鲁斯分校研究人员比较现代人的基因
与已经灭绝的其他人类基因得出上述结
论，
研究报告刊载于最新出版的美国《科学
进展》杂志。
研究涉及的基因样本来自世界各地
的 279 人，以及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
人化石提取的基因，相关化石距今 4 万至
5 万年。这两种已经灭绝的其他人类曾
与现代人类祖先智人同期生活，但后来逐
渐灭绝。
研究人员利用一套专门的电脑算法比
较这些基因样本，发现现代人基因组仅有
约 7％遗传物质为人类特有，与尼安德特
人和丹尼索瓦人不同。研究报告作者之一
内森·舍费尔说，
这个百分比
“非常小”
。另
一作者理查德·格林说，这项研究发现人类
基因组中独有的部分充满与神经发展和大
脑功能相关的基因。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 年）营字第 29-1
注：
原定07月20日05:30-17:
30 停电：
35kV 吕科线停电撤销；
请
以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
谅解。
07月19日07:30-15:00停电：
10kV 小镇线香溢俊园#1 中间变电
所：
小镇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
红梅东风村委工业、
中铁十二局集团
建筑安装工程、对外贸易等红梅、天
宁等相关地段）；
07月20日06:00-13:30停电：
10kV 浦南线中吴大道#70 环网柜：
中吴大道#1 分1150 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
富邦置业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
10kV福特
线全线（停电范围：
春城铜铝制品、
民
生环保科技、
西玛特电热电器等春江、
安家、魏村等相关地段）；
20kV 滨新线全线（停电范围：

伊朗警告美英

勿拿“换囚”做筹码

7 月 18 日，
演员进行以冬奥为主题的文艺表演。
当日，
“海陀儿女共庆建党百年 长城脚下喜迎冬奥盛会”京张文化交流活动（延庆站）暨延庆区迎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200 天
主题活动在北京市延庆区举行。活动以冬奥主题文艺汇演、
两地文化交流、
冬奥赛区连线为主要内容。
新华社发

战或和？阿富汗局势向何处去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 17 日在卡塔尔
首都多哈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此前，随
着驻阿富汗美军加速撤离，塔利班与阿政
府之间的战斗日趋激烈，阿富汗安全形势
持续恶化。
分析人士认为，阿富汗政府目前面临
较大军事压力，塔利班展现出愿继续和谈
的姿态更多是策略性的，阿政府能否挺过
塔利班进攻将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
但无论局势如何发展，美国对阿富汗当前
的混乱冲突都难辞其咎。

战事更趋激烈
继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将驻阿美军
撤离结束时间从 9 月 11 日提前到 8 月 31
日后，美军中央司令部 13 日证实，美国从
阿富汗撤军进程已完成超过 95％。
随着美国撤军接近尾声，
塔利班对阿富
汗政府军的攻势更加猛烈，
不只攻占了多个
地区，
还试图攻占大城市，
对加兹尼省、
坎大
哈省、塔哈尔省等多个省的首府发起了攻
击。塔利班高级官员沙哈卜丁·德拉瓦尔日
前公开宣称，
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85％
的国土。不过，
阿富汗政府对此表示否认。
阿富汗军事分析人士努鲁勒·哈克对
记者说，宣称占领 85％国土只是塔利班的
宣传策略，塔利班在全国大约 400 个地区
中只占有 100 多个地区，而且在过去两个
月里并没能占领任何一座大城市。

春杨电器、海盟塑业、华日新材等春
江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
10kV车灯
线秦岭路配电所：
车灯线 1110 开关
前段（停电范围：
星海电子股份等三
井等相关地段）
（临检）；
07月21日05:50-12:30停电：
10kV 白鹤线丁香路 1 号环网柜：
白
鹤线出线1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国光信息产业股份、港云投资管理、
史丹龙涂料等五星等相关地段）；
07月26日06:00-13:30停电：
10kV 离宫线全线（停电范围：
常纺
布业、东南经济开发、雕庄农贸市场
等雕庄、天宁等相关地段）；
10kV 宗家线华宝纺织 A1614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雕庄中心小学、
淮都金属城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10kV中村线中吴大道#29环网
柜：
浩里灯总支114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
浩里新村部分等雕庄等相关地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
认为，
塔利班近期确实新控制了更多地区，
但并未形成压倒性优势。目前塔利班大概
控制了阿富汗 35％左右的地区，阿富汗政
府控制着 30％左右，剩下的则处于双方争
夺之中。总体上，
政府军并不处于弱势，
只
是应对策略和心理准备方面有所不足。塔
利班很难在一年内推翻阿富汗政府，除非
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比如美国逼迫阿政府
接受塔利班的和平方案。

和谈只是姿态？

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希望阿富汗能进
行和谈，
都表示不接受通过武力方式建立的
阿富汗政权。塔利班面临外部压力，
希望通
过和谈赢得国际社会支持，
拓展外部空间。
朱永彪表示，
塔利班的和谈姿态出于多
重目的，
比如消化巩固在战场上取得的已有
成果、打乱政府军节奏、分化阿富汗政府
等。塔利班的和谈姿态更多是策略性的。
努鲁勒·哈克则直言，
塔利班并非真心
和谈，
他们最看重的还是武力，
希望通过武
力推翻阿富汗政府。

美国难辞其咎

塔利班在加大对政府军攻势的同时，
也在与政府继续和谈。阿富汗政府谈判代
对于阿富汗的安全困境，不少阿富汗
表纳迪尔·纳德里 15 日说，塔利班提议停
专家都批评美国是始作俑者，指出当前阿
火 3 个月，条件是政府释放 7000 名在押塔
安全局势急剧恶化是美国罔顾国际道义
利班武装人员等。但塔利班发言人穆罕默 “甩包袱”
式撤军导致的恶果。
德·纳伊姆回应，塔利班没有提议停火，只
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阿特拉赫·奥马
表示愿意限制军事行动。
克希勒对记者说，阿富汗持续不断的战争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阿富汗政府与塔
是美国领导的军事入侵的结果。以美国为
利班在 17 日的谈判中就成立一个由双方
首的北约部队在阿富汗驻扎 20 年，留下的
代表组成的 14 人委员会达成了一致。这
不过是残酷战事。美军日前在不及时通知
个委员会的职责是确定谈判议程，其中包
阿富汗政府的情况下从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括停火、释放被关押战俘等内容。此前，
阿
撤离，
表明美国并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
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代表 7 日和 8 日在德
另一名分析人士穆罕默德·达内什乔对
黑兰举行了对话会，
会后双方表示，
战争不
记者说，
美国从阿富汗败退将使这个饱受冲
能解决阿富汗危机，
应致力于政治解决。
突困扰的国家战事进一步加剧。
“阿富汗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所长
对美国很失望，
因为他们只留下了战争、破
王世达认为，
塔利班边打边谈是两手应对。 坏和贫困。
”
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

段）；
07:30-13:30停电：
10kV会灵
线同创复合 G1065 开关前段（停电
范围：
同创复合材料、
广达电子、
好时
新能源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7月27日08:30-14:30停电：
10kV 翠屏线凯迪塑料 A1782 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
凯迪粉末冶金厂、
恒
利工具、
哈宇工具等西夏墅等相关地
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7月19日08:00-14:00停电：
10kV 石埝线 81 号杆至高家村中
C1461 开关；
07月20日08:30-12:30停电：
10kV 双马线郑陆中绛孙塘桥西
配变；
10kV 青雅二线郑陆东青邱家
村 2#配变；
07月21日08:00-14:00停电：
10kV孟东线明锐支线7号杆支接侧

后段；
09:00-15:00停电：
10kV丽园
线薛家北厂变配变；
07月22日08:00-14:00停电：
20kV典雅一线府西花园#3变电所：
#1 配变 201 开关后段；
08:00-15:00停电：
10kV圩镇
线圩塘五村北配变（临检）；
07月23日08:00-14:00停电：
20kV典雅二线府西花园#3变电所：
#2 配变 202 开关后段；
07月27日07:00-12:30停电：
10kV 翠竹线故园 3 幢配变 1150 开
关后段、故园 1 幢配变 1160 开关
后段；
08:00-14:00停电：
10kV劳南
线晋陵南路#3 环网柜：
浦北19 幢支
1130 开关后段。
尊敬的客户，
即日起下载
“网上
国网”
APP，
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
即可实现交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希
17 日确认，伊朗新政府就职前，伊方不会参加在奥地利首
都维也纳举行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会谈。
他敦促美国和英国不要把伊核谈判与伊朗和他国交换
在押人员挂钩。
阿拉格希在社交媒体推特留言：
“ 我们正处于过渡
期……因此维也纳对话显然需要等待我方新政府。
”
易卜拉欣·莱希 6 月 19 日赢得伊朗总统选举，敦促美
国重返伊核协议并表示不会就伊朗导弹项目和地区活动与
美方谈判。莱希定于 8 月就职。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
德国达成伊核协议。根据协议，
伊朗承诺限制核计划，
以换
取联合国、美国和欧盟解除对伊制裁。2018 年 5 月，美国
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
裁。2019 年 5 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
但承诺所采取措施
“可逆”。
为讨论美伊恢复履行伊核协议事宜，伊核协议相关方
4 月初以来在维也纳举行多轮会议。美伊代表团经由其他
方传话间接谈判。第六轮对话 6 月 20 日结束。新一轮对
话日期尚未确定。
阿拉格希 17 日在推文中说，美国和英国应停止把“换
囚”
与伊核协议挂钩。
“以换囚为筹码谋求政治目的，两件事（伊核协议和换
囚）都不会有收获，”他说，
“如果美国和英国履行协议所规
定它们的义务，
所有各方扣押的 10 人可能明天就获释。
”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否认美伊就交换在押
人员达成某种协议。他称，美方在等待伊方重新参加伊
核协议谈判的同时，为继续就交换在押人员事宜对话做
好准备。
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埃 13 日说，伊方正与美国
就交换在押人员谈判。
新华社专特稿

上海天文馆向公众开放
7 月 18 日，参观者观看“征程”展区内展示的祝融号火
星车模型。当日，
上海天文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吸引众多市
民游客前来游览参观。
新华社发

声明作废
86603740

站式服务。

△明正祥遗失 020010320
40080002018000433 号
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声明作废。

△陈华遗失 0200023204
1180102017003854 号保
险从业资格执业证，声明
作废。
△韩伟猛遗失 32083019
8405110439 号叉车证，
声
明作废。

销户公示
网上国网

由江苏滨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区
现代（江苏）试验场建设项目新品测试车间施

注：
以上线路停电检修，
早完工
早送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
应自行
拉开停电线路进线开关和闸刀，
严禁
向停电线路倒送电。如遇雨雪天气
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因，
计划停电
有可能会临时撤销，
请关注报纸和网
站信息。

工总承包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
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
公 示（公 示 期 ：2021 年 7 月 16 日 至 8 月 15
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新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业管
理处反映，联系电话：
0519-85127170。

△方星遗失 3208301987
12070457 号叉车证，声明
作废。
△高烨鑫遗失2014 年9 月
1 日签发的 3204821988
04070811 号身份证，
声明
作废。

常州花氏美业美容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 据 2021 年 7 月 16 日
股东会决议，常州花氏美业
美容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 100 万元减至 10 万元，现
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常州花氏美业美容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