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位于深圳市坪山区的比亚
迪集团全球总部， 总装车间工人
依次把发动机、 动力电池等重要
部件装配上车， 每60秒就有一辆
新能源汽车下线。 去年11月， 比
亚迪第3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
与第2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时
间相比， 仅过去了半年。

“制造业当家” 是深圳经济
发展最突出的特征———深圳市统
计局28日公布的2022年全市经济
运行情况显示， 2022年， 深圳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预计突破4.5
万亿元、 全口径工业增加值超过
1.1万亿元 。 其中 ， 规上工业增
加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工业是深圳经济增长的主引
擎， 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
50%。 从2020年的9528亿元， 到
2021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 再到
2022年站稳万亿元规模， 3年间，
工业增加值的 “稳扎稳打”， 见
证了深圳这座创新之城的工业发
展韧劲与光明前景。

盘点 “深圳制造”， 高技术、
新领域是两大关键词———数据显

示， 2022年深圳主要高技术产品
产量持续快速增长， 其中， 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民用无人机、5G
智能手机产量分别增长183.4%、
113.8%、 34.7%、 22.3%； 从领域
看， 全市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20个产业集群增加值超过1.3万
亿元， 同比增长6.9%， 智能网联
汽车、 新材料、 新能源、 高端医
疗器械等集群增加值继续保持两
位数增长。

传统优势产业在迭代升级，
新兴产业则为经济稳增长带来新
动能。 今年春节期间， 在深圳市
坪山区 ， 新能源轨道交通 “云
巴 ” 登台亮相 。 在8.5公里的轨
道上， 电动车厢在高架轨道上利
用胶轮行驶， 犹如公路上的电动
大巴车 ， 成为市民出行的新选
择。

纵观深圳制造业， 多个产业
链条互相配合、 同频共振的特色
显著。 大企业带头引领、 众多企
业配套成 “串” 的工业链条， 搭
建起深圳制造业发展的骨架。

在荣耀智能制造产业园， 新

款折叠屏手机在流水线上鱼贯而
出。 这款手机汇集了比亚迪提供
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京东方提供
的折叠屏幕 、 成都光明光电3D
纳米微晶玻璃等一大批新研发零
配件产品， 多个环节彼此互动紧
密， 构成了上下游协同攻关的研
发路径。

众多链条彼此交织， 构建出
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在29
日举行的深圳市高质量发展大会
上，深圳明确，稳增长是全年头等
重任，抓创新是根本之策，加快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心任务。

聚焦新能源汽车 、 数字能
源、 集成电路等新赛道， 规划建
设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 巩固
网络与通信、 智能终端超高清视
频显示等产业集群优势， 加快建
设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
易中心等重大平台……在高质量
发展大会上， 深圳市工信部门列
出了深圳制造业2023年的建设重
点， 预计全年推动支持1200家以
上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据新华社

破坏规则 滥用权利 美国贸易霸凌行径引公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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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于瑞士日内瓦举行的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会议
上， 中国、 欧盟、 加拿大等多个
世贸组织成员批评美国滥用 “国
家安全例外” 条款和世贸组织贸
易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上诉程序，
呼吁美国履行世贸组织成员义
务。

滥用“国家安全例外”和
上诉机制

在1月27日举行的会议上 ，
中国、 挪威、 瑞士、 土耳其、 中
国香港五个成员设置八项议题，
要求全会通过专家组关于美国在
“232条款” 下对进口钢铝产品加
征关税和美国就香港商品实施的
产地来源标记新规定违规的五份
裁决 ， 并要求美国撤销违规措
施。 美国却在会前对上述五份裁
决全部提出上诉。

世贸组织2022年12月发布的
五份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报告分
别裁定， 2018年美国对进口钢铝

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 2020年美
国就香港商品实施的产地来源标
记新规定均违反世贸规则， 并且
不符合 “国家安全例外” 条件，
建议美国予以纠正。

欧盟驻世贸组织代表在会议
上表示， 上诉是每个世贸组织成
员的权利， 但滥用这一权利对解
决贸易争端没有帮助。

欧盟驻世贸组织代表表示，
欧盟注意到多份专家组的报告被
上诉， 鉴于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由
于美国蓄意破坏而无法运作， 目
前无法审理这些上诉。 欧盟呼吁
各方根据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
程序的谅解》， 妥善解决贸易争
端。

世贸组织争端裁决研究报告
显示， 美国是迄今为止最 “不守
规矩者”， 世贸组织三分之二的
违规由美国引起。 2019年12月 ，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
上诉机构因美国阻挠法官遴选而
停摆 ， 令多边贸易仲裁机构瘫

痪， 使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前所未
有的危机。

加拿大驻世贸组织代表在会
议上表示， 贸易争端各方必须尽
一切努力寻找可接受的解决方
案， 履行其在 《关于争端解决规
则与程序的谅解 》 下的诚信承
诺。 “从长远来看， 任何成员都
不会从争端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中
受益。”

加拿大驻世贸组织代表表
示， 上诉机构停摆带来了不公平
和 （对部分成员的） 短期优势 ，
以善意行事的世贸组织成员不应
对此感到窃喜。

贸易霸凌遭批评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

钢表示， 美国似乎将拒绝执行任
何涉及 “国家安全例外” 的不利
裁决 ， 这违背了 “条约必须信
守” 原则。

李成钢说： “美国这些令人
不安的行为清晰描绘出单边主义

霸凌行径实施者、 多边贸易体制
破坏者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扰
乱者的形象。”

2018年3月 ， 时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根据美国 《1962年贸易扩
展法》 第232条款， 以维护国家
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
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 。 这一
决定不仅导致多国向世贸组织提
起申诉， 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也纷
纷出台报复措施。

2018年11月， 世贸组织争端
解决机构召开会议， 同意设立专
家组审查美国宣布的钢铝关税措
施， 以确认该措施是否违反世贸
组织规则。

李成钢在讲话中指出， 美国
实 际 限 制 进 口 的 钢 材 中 ， 国
防 用 钢占比极低 。 上述情况表
明 “232措施本质上是保护主义
的”， 它与美国国家安全没有关
系。

美国这些措施遭到多个世贸
组织成员的广泛反对和起诉， 所

有专家组都认为这些措施与世贸
组织规则不一致。 李成钢说， 专
家组在本次争端中的调查结果再
次表明， 安全例外不是单边主义
或保护主义的 “避风港”。

2022年12月， 世贸组织举行
美国贸易政策审议会议 。 会议
上， 多个世贸成员对美国贸易政
策表达严重关切和不满。 欧盟常
驻世贸组织代表若昂·阿吉亚尔·
马查多说， 美国贸易政策有内顾
倾向， 《通胀削减法案》 有关电
动汽车补贴条款为其国内相关产
业提供大量补贴， 构成对其他国
家相关产业歧视性对待， 违反世
贸组织相关规定。

土耳其代表阿尔帕斯兰·阿
贾尔索伊表示土耳其希望美国尽
快撤销对进口钢铝产品额外征税
措施， 以免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
进一步伤害。 土耳其认为， 美国
损害了各成员对多边贸易体制的
信心。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
育部1月30日发布公开提醒 ，
指出近期有人借寒假之机违规
举办竞赛活动。 实际上， 凡未
列入教育部公布的 《2022—
2025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
性竞赛活动名单》 的均属违规
举办的 “黑竞赛”， 所有竞赛
的结果均不得作为中小学生招
生入学依据， 也不得作为中高
考加分项目。

据了解， 近期有某微信群
散布大年初六线上举办 “希望
数学” 违规竞赛消息。 对此，
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
严 肃查处 ， 相关机构已发布
没有参与举办违规竞赛的声

明。
教育部提醒广大学生和家

长， 有关公司和个人通过公众
号、 微信群等方式散布 “考试
获奖， 助力升学” 谣言、 贩卖
焦虑、 非法敛财， 属违法违规
行为， 不仅加重学生负担、 损
害孩子身心健康， 而且涉嫌诈
骗。 希望广大学生和家长理性
看 待 参 加 竞 赛 的 意 义 和 价
值 ， 共同抵制违法违规 “黑
竞赛”。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
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违规竞
赛， 切实减轻学生假期负担，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欢迎全社
会参与监督， 共同维护良好育
人环境。

“工业立市”支撑深圳高质量发展跑起来

1月30日， 吉林省吉林市主城区迎来大规模雾凇景观， 吸引人
们前来观赏。 图为市民在吉林市松花江畔散步。 新华社发松花江畔现雾凇美景

违规“黑竞赛”结果不作为招生入学依据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记者近日获悉， 今年1月， 首
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
高创中心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
神经病学系主任贾建平团队
在 《英国医学杂志 》 发表文
章， 发现6种生活要素与延缓
记忆下降高度相关 ， 并对记
忆和生活要素进行了综合评
价， 研制了全面检测共病、 危
险因素和脑健 康 筛 查 量 表 ，
找出了保护老年人记忆的有
效方案， 开创了实现老年人脑
健康的新模式。

贾建平团队在长达10年的
队列研究中发现， 如果中老年
人坚持7种推荐的饮食、 每周
大于等于150分钟的中等强度
或大于等于75分钟的高强度体
育锻炼、 每周大于等于两次的
社会活动、 每周大于等于两次
阅读思考和书写等， 同时控制
烟酒， 和不能坚持这些健康生
活方式的人相比， 可每年多获
得记忆分数并大大降低痴呆发

生率。 据此， 证明找回记忆、
预防痴呆可通过健康生活方式
实现 。 这种方法可总结为 ：
“管住嘴 ， 迈开腿 ， 勤动脑 ，
多社交， 记忆好”。 该研究同
时呼吁广大民众来实践这个方
法， 共同预防和减缓与年龄相
关的记忆衰退， 阻止其发展为
痴呆。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
我国对老年人记忆大样本、 长
周期研究的第一篇文章， 首次
对记忆相关的多种生活要素及
其影响进行了综合评价， 为延
缓老年人的记忆力衰退提出了
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为全球保
护老年人免受记忆力衰退困扰
的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提供重要数据支持。

据了解 ， 《英国医学杂
志》 专门撰写大篇幅评论对本
文给予高度评价， 肯定了该研
究结果的重要性， 认为此文为
健康生活方式对老年人记忆的
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提出保护老年人记忆方案

教育部提醒

宣武医院专家发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