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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河北省武邑县积极引导医疗机构
开展野医养结合冶新型养老服务袁打造集文化生
活尧娱乐尧疾病治疗和康复保健于一体的托老中
心袁满足老人养老和医疗护理双重需求袁让老人
乐享幸福晚年遥 目前袁 武邑县两家县级医院尧9
家乡镇卫生院尧 十余家民办医院均已试点开展
野医养一体冶养老服务遥 图为武邑县医院医养中
心康复师指导老人进行智力训练遥 朱旭东摄

中国对美关税反制措施
已于 6日正式实施

根据海关总署关税征管有关负责人的表
态袁中国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已于
北京时间 6日 12颐01开始正式实施遥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消息袁美国于
当地时间 7月 6日 00颐01 渊北京时间 6日 12颐
01冤起对第一批清单上 818 个类别尧价值 34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的进口关税遥作为
反击袁中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
征 25豫的进口关税遥 新华

我国上半年日均新设
企业 1.81万户

7月 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向媒体公布袁
截至今年 6月袁 我国市场主体总量达到 1.03
亿户遥 今年上半年新设市场主体 998.3万户尧
新设企业 327.4万户袁同比增长均为 12.5%遥上
半年日均新设企业 1.81万户遥

通过推进企业简易注销改革袁 累计 38.8
万户企业通过简易注销程序退出市场遥截至今
年 5月底袁新办理注册登记的税务管理户同比
增长 7.6%袁税收贡献率增长 4.9%遥新设市场主
体大幅增长袁成为创新创业和扩大就业的重要
支撑遥据介绍袁今年下半年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将全面推进企业准入尧产品准入尧药品和医疗
器械准入改革袁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袁优化营
商环境袁便利投资创业遥 赵文君

中国石油学会推介多
项创新成果

日前袁中国石油学会在野2018石油石化科
技成果与转化推介会冶 上对 50个石油石化科
技创新成果进行了展示推介遥

据介绍袁此次会议共征集到石油石化各领
域具有前瞻性尧实用性和可推广性的科技成果
240项袁 其中 50个重点项目在会议上进行了
报告发布与展示推介袁包括中海油钻采研究院
野自升式钻井平台插拔桩关键技术及应用冶尧中
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野催化裂解生产低
碳烯烃系列技术冶尧西南石油大学野高温高压循
环流动腐蚀评价装置冶等遥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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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英雄会袁少
林侠客行遥 7月 7日
上午袁2018嵩山少林
武林大会在河南嵩
山少林景区开幕遥 四
大门派切磋武艺袁功
夫名家一展绝技袁万
人少林功夫表演袁为
中外来宾奉上一场
野功夫盛宴冶遥
古有 野华山论

剑冶袁 今有 野少林会
友冶浴 开幕式上袁来自
四川峨眉尧 湖北武
当尧河南焦作温县陈
家沟和郑州登封嵩
山少林四大武术流
派的功夫大师们袁在
嵩山少林以武会友袁
纷纷亮出绝活袁成为
一大亮点遥 戚艺芳摄

7月 6日袁美国对中国片面施加
不公平关税措施生效后袁中方对美方
部分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已立即生
效遥 至此袁美方对华发动了世界经济
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袁中方打响了
贸易领域的对美野自卫反击战冶遥世人
将看到尧历史将见证院中国将以战略
定力迎击美国挑战遥

美方倒行逆施袁 中国 野正当防
卫冶遥 一段时间以来袁美方反复无常袁
一意孤行挑起贸易战袁此种贸易霸凌
行径公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袁挑战多
边主义和贸易自由袁剑指中国正当利
益袁不仅损害双方经贸利益袁而且危
及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袁阻碍世界经
济复苏袁引发全球市场动荡袁并殃及
更多跨国企业尧 中小企业和消费者遥
对贸易战袁 中方一再申明不愿打袁也
不惧打袁承诺不开第一枪袁但美方如
扣动扳机袁中方必奋起反击遥

美国罔顾事实袁 中国无端获咎遥
特朗普一再拿中美贸易不平衡做文
章遥 中美贸易的确存在野不平衡冶袁但
并非不公平遥几乎所有的美国经济学

家都认为袁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是什么
大问题袁其形成和持续是美国经济科
技创新能力尧高端服务业竞争能力以
及在国际货币金融中特殊地位的反
映袁并不是造成美国经济社会问题的
症结遥 此外袁美方贸易统计数据并没
有完全反映两国经贸关系的实际遥特
朗普政府选择性尧片面性地解释和使
用贸易数据袁执拗于所谓中国不公平
的经贸尧知识产权政策袁显然罔顾事
实遥

美国自私自利袁 中国无惧挑战遥
美方执意挑起贸易战袁主要有三方面
原因遥 一是野美国优先冶政策使然遥 特
朗普奉行单边主义袁美国至上袁一切
以是否符合自己认定的美国利益为
标尺来衡量遥 中国不是唯一目标袁却
成了最大目标遥 二是纠结于贸易逆
差袁认为美国出口的少袁进口的多袁贸
易战打起来利大于弊袁不惜以各种借
口挑起贸易争端遥 三是认定中国是
野战略竞争者冶袁在地缘政治尧战略安
全尧经贸科技尧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美
形成野威胁冶遥贸易战成了美国对付中

国的政策工具袁 主要是想一箭三雕院
削减对华逆差袁 打压中国高科技产
业袁遏制中国崛起遥面对美国算计袁中
国已有充分准备遥

美国失道寡助袁 中国保持定力遥
美国挑起贸易战袁损人不利己袁在国
内国际上会越来越不得人心遥中国不
可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或者任何其
他人的压力袁也不会照着别人的剧本
走下去遥 长期以来袁中国同美国斗智
斗勇不斗气袁 看重的是世界大势尧中
美关系大局尧 中国发展光明前景袁展
现出登高望远的大格局和从容应对
的战略定力遥中国将会按照自己的时
间表和总体布局袁 坚定不移深化改
革尧扩大开放袁倾力打造全球伙伴关
系网络遥 以制度尧体系尧团结为后盾袁
以历史和世界大势为依托袁中国有能
力尧有信心迎击任何挑战遥 贾秀东

中国不会照着美国剧本走下去

7月 5日袁由小 i机器人主办尧人
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协办的 2018
野AI+冶产业融合峰会暨小 i机器人新
品发布会在上海举行遥 会上袁小 i机
器人从技术尧产品尧解决方案尧服务体
系尧生态体系五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成
果发布袁 首次对外全景式展示了小 i
机器人在智能客服尧智慧医疗尧智慧
金融等领域的应用袁展示了小 i的人
工智能产业落地能力遥

上海市嘉定区副区长王浩在致
辞中表示袁希望小 i机器人用更多先
进的尧 实用的人工智能应用推动

野AI+冶产业融合袁惠及更多行业遥
据悉袁目前小 i机器人全球服务

用户已超过 8 亿遥 小 i 机器人创始
人尧董事长袁辉表示袁小 i 机器人从
最初的通用聊天系统到今天面向垂
直行业的多种 AI解决方案袁正是 AI
产业化应用策略的执行结果袁小 i机
器人向业界证明了这条路径的商业
合理性和正确性遥

会上袁IT 咨询公司 Gartner 的资
深分析师发表的报告显示袁2018 年
将是人工智能技术爆发的一年袁全球
和人工智能有关的商业价值总计或

达到 1.2万亿美元袁 较 2017年增加
70%遥 到 2022年袁人工智能相关商业
价值预估将达 3.9万亿美元遥

分析师表示袁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是用于决策和自动化的最佳解决方
案袁能够让企业在用户体验尧新增营
收以及降低成本方面获益袁最终实现
提升商业价值和市场竞争力的目标遥
他认为袁 人工智能适用行业将更广
泛袁 人工智能应用前景将更广阔袁教
育尧制造业尧服务业尧销售尧市场营销尧
政务尧 城市建设等行业能够率先从
AI中获得商业收益遥 蒋璐

“AI+”产业融合峰会在上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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