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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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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 月 15
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签署仪式在白宫东厅举
行。这份协议在相当程度
上解决了双方关切，实现
了互利共赢。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深化贸易
领域双向合作，扩大双方
在农产品、制成品、能源、
服务业等领域的贸易规
模；二是进一步放宽市场
准入；三是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双方承诺加大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鼓励基于
自愿和市场条件的技术合
作等。在关税退坡问题
上，美方承诺取消部分对
华产品加征关税，实现加
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
（摘编自《成都商报》）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
布的《国家短缺药品清单
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
见稿）》明确提出，为加强
药品短缺风险预警，我国
将组织制定国家短缺药品
清单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
品重点监测清单，并建立动
态调整机制。国家短缺药
品清单将重点关注基本药
物和急（抢）救、重大疾病、
公共卫生及特殊人群等用
药。（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数字中国

5万亿元
工信部、民政部等五

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
老年用品产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指导意见》提出
目标，到 2025 年，老年用
品产业总体规模超过 5 万
亿元，产业体系基本建立，
市场环境持续优化，形成
技术、产品、服务和应用协
调发展的良好格局。（摘编
自《中国证券报》）

本报讯 13 日，青海省西
宁市发生路面塌陷事故，一辆
载客公交车坠入其中，截至14
日晚，已发现9具遗体，另有多
人失联。而在刚过去的 2019
年 12 月，厦门也发生塌陷事
故。近期，我国多个城市频现
道路塌陷事故，有些甚至造成
伤亡，本该平坦安全的城市道
路，为何频繁上演“步步惊心”？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教授陈久强称，塌陷的情况分
很多种，第一是因为地质原因
产生的塌陷，如长沙湘江岸边

的地下是由砂石堆积而成，要
是压得不牢固再经过水力流
动，砂石被水带走了，就会发生
塌陷；第二是施工过程的疏忽，
修路时路基、路面没处理好，也
会产生塌陷；第三是其他工程
影响所产生的塌陷，如架管道、
修地铁时疏忽，也会造成塌陷。

《全国地面沉降防治规划
（2011-2020）》指出，全国遭受
地陷沉降灾害的城市超过 50
个。城市道路塌陷频发，虽然
天气异常变化、地质结构变化
等“天灾”是形成因素，但随着城

市化加快，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和管护的失序才是主因。《规划》
明确，到2015年，完成长江三
角洲、华北平原、汾渭盆地等主
要地面沉降区和高速及重载铁
路沿线等重大工程区的地面沉
降调查，初步建立覆盖上述重
点地区的地面沉降监测网络；
控制并逐渐压缩地下水超采规
模；建立区域地面沉降防治与
地下水管理技术支撑体系。到
2020年，完成全国地面沉降调
查，建立全国地面沉降监测网
络。（摘编自《潇湘晨报》）

怎样防止街面“步步惊心”

本报讯 为加强基础学科
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教育
部将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
招生改革试点。

根据教育部《关于在部分
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
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
划”），这一计划主要选拔有志
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
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
学生。由有关高校结合自身办
学特色，重点在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
学等相关专业招生。

在招生选拔模式上，将探
索建立基于统一高考的多维度
考核评价学生的招生模式。高
校依据考生的高考成绩，确定
参加高校考核的考生名单。考
生参加统一高考和高校考核
后，高校根据考生高考成绩、高
校综合考核结果及综合素质评
价情况等按比例合成考生综合
成绩（其中高考成绩所占比例

不得低于85%），按考生综合成
绩由高到低录取。对于极少数
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突出才能
和表现的考生，有关高校可制
定破格入围高校考核的条件和
办法，并提前向社会公布，考生
须参加统一高考。教育部将遴
选部分高校开展试点。起步阶
段，遴选部分“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开展试点。2020年起，原
有高校自主招生方式不再使
用。（摘编自《南方都市报》）

“强基计划”将取代高校自主招生

本报讯 俄罗斯政坛15日
发生三大重要动向。一是总统
普 京 在 国 情 咨 文 中 提 议 以
1993 年以来首次全民公决的
方式修改宪法，限制将来总统
职权、扩大俄国家杜马（议会下
院）权限和强化俄联邦国务委
员会地位；二是总理梅德韦杰
夫领导的政府在普京提议数小
时后辞职；三是普京提名相对
低调的技术官僚、联邦税务局
局长米舒斯京出任总理。

美联社报道，这是俄罗斯
大约 20 年来第三次见证以出

乎外界预期的方式实现领导层
变化。1999年，时任总统叶利
钦突然宣布辞职，由当时名不
见经传的普京出任代总统；
2007年，即将结束第二个总统
任期的普京力挺相对低调的梅
德韦杰夫出任下届总统。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俄
罗斯推动改革政府及领导层架
构，背后是时机与效果的双重
考量。一方面，提出变革时机
拿捏精准。当前，俄罗斯外交
形势趋稳，对乌克兰关系出现
改善迹象，在叙利亚、利比亚问

题上的外交动作有效扩大了俄
在中东、北非的地缘影响力；内
政挑战却在增加，相关经济改
革政策未能全面满足民众对发
展的诉求。路透社报道，选择
此时全面重组政府，同时考虑
了内外因素。米舒斯京政治知
名度不高，有助于展示俄政府
全新面孔和领导层“变革”决
心。另一方面，政治考量兼顾
短期与长远。短期而言，普京
在国情咨文中承认经济议题是

“国家主要挑战”。（摘编自《北
京青年报》）

俄政坛三大动向有深层考量

■国际速读

102岁美国政府雇员下
月退休 鲍勃·沃尔默现年
102岁，是美国印第安纳州
年龄最大的政府雇员，在政
府部门工作将近 60 年，打
算下月退休。老人1962年
进入州自然资源局，担任测
量员，打算下月6日上完最
后一天班后退休。将近60
年间，他见证测量工具由铅
笔和纸发展为手持定位仪
等高技术装置。他如今仍
行走在州内各地，收集野外
数据，勘察自然资源局辖内
地产边界。他打算退休后
读书、种地。他母亲也是高
龄，活到 108 岁。（摘编自

《都市快报》）

乌克兰总理提交辞呈
乌克兰总理贡恰鲁克17日
通过社交网站发表声明称，
他已向总统提交辞呈，辞职
原因是为了“打消一切对
总 统 尊 敬 和 信 任 的 怀
疑”。目前尚不清楚贡恰
鲁克是否真的打算下台。
当被问及他是否准备离开
总理一职时，他告诉路透
社：“不要妄下结论。”贡恰
鲁克拒绝透露自己是否正
在使用辞职威胁来测试总
统泽连斯基对他的信心。
（摘编自《中国日报》）

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
第二热年份 据联合国网站
15 日消息，世界气象组织
在对主要国际数据进行综
合分析后指出，2019 年是
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年
份。该组织警告，不断上
升的气温预计会为 2020
年及往后的日子带来更
多极端天气。这是由大
气中创纪录水平的温室
气体推动造成的结果。据
介绍，2016 年仍是有记录
以来最热的一年。（摘编自

《新民晚报》）

17 日，2019 年中国经济
“成绩单”正式出炉。国家统计
局公布，经初步核算，2019 年
全 年 我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为 99.0865 万亿元，稳
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首次
站上1万美元的新台阶。截至
2019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
140005万人，其中，男性比女
性多3049万。

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1%

国家统计局公布，截至
2019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突
破14亿人，为140005万人，比
上年末增长467万人。全年出
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
为 10.48‰；死亡人口 998 万
人，人口死亡率为 7.14‰；人
口自然增长率为 3.34‰。从
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 71527
万人，女性人口 68478 万人，

总人口性别比为104.45（以女
性为 100）；从年龄构成看，16
至 59 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89640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
为64.0%；60周岁及以上人口
25388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
口 1760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2.6%；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
住人口84843万人，比上年末
增加170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55162 万人，减少 1239 万人；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
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
高1.02个百分点。

人均GDP一万美元意味着什么

经初步核算，2019年中国
GDP 增长 6.1%，这一经济增
速位居全球1万亿美元以上经
济体第一。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

表示，2019年国民经济第一大
特点是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
长。 2019 年国内生产总值
990865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6.1%，符合年初提出的 6%至
6.5%的预期目标。

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70892元，按年平均汇
率折算达到了10276美元，人
均 GDP 首次站上 1 万美元的
新台阶，实现了新的跨越。

中国人均 GDP 突破 1 万
美元，相当于人均GDP超过1
万美元的世界人口翻了一番。

“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
元，意味着我们的经济规模更
大，塑造更有利于我的国际发
展环境的能力增强，中国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更加巩
固。约 14 亿人口的巨大国内
市场，也为世界各国拓展商机
提供了重要机遇。”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
长许伟说。

不过，按照联合国目前的
划分标准，中国仍处于中等偏
上收入国家的水平，只是中国
人均 GDP 离世界平均水平更
近 了 。 1980 年 ，我 国 人 均
GDP约300美元，相当于世界
平均水平的 12.3%；2019 年，
按照现价美元估算，我国人均
GDP 大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
平的90%。

突破1万美元后，中国向何
处去？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的
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国相比，
中国在整体基础设施建设、居
民收入及生活水平等方面没有
很明显的优势，但从国家能力
来看，中国的高速铁路、高速公
路网络建设能力，是相关国家
所不及的。此外，中国的产业
发展前景也远强于这些国家。

首次诞生10万亿GDP省份

2020 年省级地方两会密
集召开，在晒出2019年成绩单
的同时，各省份今年经济社会
发展预期目标也陆续出炉。

2019年，很多省份的经济
总量迈上新台阶，“10 万亿
GDP 俱乐部”首次“开张”，而
且可能还是一下子迎来两位成
员。1月14日，广东省政府工
作报告指出，初步预计2019年
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10.5 万亿
元以上，同比增长 6.3%左右。
1月15日，江苏省政府工作报
告预计，2019年江苏省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6.4%左右，总量可
望达 10 万亿元左右。作为全
国第一梯队的经济大省，广东、
江苏2019年GDP总量依然遥
遥领先，远超其他省份。（摘编
自《北京晚报》《中国基金报》）

大陆人口突破14亿，老人超过2.5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