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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 2021 年 1-6 月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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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互利合作，共同实现中土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据统计，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532167 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 12.7%。继中国 2020 年在全球经济体中率

先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实现经济正增长，GDP 突破 100

万亿人民币之后，再一次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答卷。在这些数

字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那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2 年就指出“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7 月 1 日，习近平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号召，要“继续为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努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大力推动创新发

展。近年来，中国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

高铁、北斗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前不久，天问一号探

测器成功着陆火星，神州十二号飞船成功发射。在这次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科技工作者在疫病治疗、疫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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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疫情防控等多个重要领域开展科研攻关，为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大力推动协调发

展。中国大力推进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

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

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6-2020 年，中国实现 1

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今年上半年，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11.4%，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14.6%。 

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大力推动绿色发

展。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中国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20 年 9 月，习近平

宣布中国力争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 年 12 月，习近平宣布到 203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

森林蓄积量将比 2005 年增加 60 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

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截至 2020 年底，中国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 9.3 亿千瓦，占总装机的比

重达到 42.4%。其中：水电 3.7 亿千瓦、风电 2.8 亿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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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 2.5 亿千瓦、生物质发电 2952 万千瓦，分别连续

16 年、11 年、6 年和 3 年稳居全球首位。2020 年，我国可

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2.2 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

重达到 29.5%。 

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大力推动开放发

展。中国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实现

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2020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9999.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2%（折合 1443.7 亿美元，同比增

长 4.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大力推动共享发

展。中国大力开展扶贫工作，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

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

困标准计算，中国 7.7 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

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 70%

以上。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

疗保险覆盖超过十三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十亿人。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

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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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两国都是有过辉煌历史，进入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

程中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两国都有着世界上最好的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两国人民共同的追求。两国应该大力加强

互利合作，满足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追求。 

为了共同实现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愿加强

贸易合作。中国有 14 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4 亿，是

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中国广阔的内需市场将继续激发源

源不断的创新潜能。中土两国资源禀赋不同，贸易互补性强，

加强两国贸易合作可以有效的提高两国人民生活品质。 

为了共同实现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愿加强

科技合作。中国许多智能手机品牌已在土投资设厂，将为土

耳其消费者提供更多高技术含量、高性价比的产品。 

为了共同实现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愿加强

新业态合作。近年来，中国网络购物，跨境电商，新媒体等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迅速发展。2020 年新产业新业态新

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为 1692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比

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增速高 1.5 个百分点；相当于

GDP 的比重为 17.08%。土耳其电子商务等新业态也是方兴未

艾，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为了共同实现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愿加强

低碳经济合作。中国新能源汽车厂家众多，新能源汽车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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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超过 500 万辆，土耳其厂商正积极发展国产汽车品牌，可

以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交流互鉴。 

为了共同实现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愿加强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中土两国可以在高铁、港口等基础

设施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为了共同实现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愿加强

金融合作。前不久，埃尔多安总统宣布，中土两国已经将货

币互换规模增加至 60 亿美元。我们愿共同努力，探索更多

的金融合作方式，帮助两国企业有效降低贸易和融资成本，

化解金融风险。 

为了共同实现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愿加强

医疗合作。在中国疫苗的参与下，土耳其正迅速有效地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两国可以在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方面加强

合作，进一步满足两国人民对健康生活的追求。 

近期，习近平主席同埃尔多安总统通话时表示，中方愿

同土方一道努力，推动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在

刚刚迎来中土建交 50 周年的喜庆日子，站在中土友好合作

的新起点上，我们愿同土方加强合作，推进对接共建“一带

一路”和“中间走廊”，探讨优化双边贸易结构的新思路新

举措，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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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方坚决反对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中方对全球病毒溯源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第

一，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科学家研究找

到病毒的动物源头和向人类的传播途径，任何国家都无权为

一己政治私利而漠视生命、将科学问题政治化或对别国进行

抹黑攻击。第二，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国际

社会和科学界公认的结论和建议，必须得到包括世卫组织在

内的各方尊重和实施。今后全球溯源工作应该也只能在此基

础上开展，而不是另起炉灶。第三，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

参加科学溯源，我们反对的是政治溯源，违背世卫大会决议

的溯源，以及抛弃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的溯源。第

四，世卫组织秘书处应按照世卫大会决议要求，就全球溯源

工作计划、包括后续机制同成员国充分协商，充分尊重成员

国意见，对当事国的溯源计划更应同当事国协商确定，在此

基础上有效开展合作。 

有的国家为了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达到抹黑打压

别国的政治目的，大搞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

化，严重损害科学溯源和全球抗疫大局。到目前为止，已有

70 个国家以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发表声明等方式，强调病

毒溯源是一项科学任务，不能被政治化，中国—世卫组织联

合研究报告应该得到维护。包括美国科学家在内的多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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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亦多次呼吁回归科学精神。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病

毒学专家魏斯日前撰文指出，“实验室泄漏论”缺乏证据，

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新冠病毒源于自然界，由动物传染给人

类。哥伦比亚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拉卡尼洛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给病毒溯源问题抹上政治色彩，完

全没有考虑科学。《柳叶刀》杂志官网日前发布包括美国科

学家在内的 24位国际知名医学专家联署声明，强调“科学，

而非猜测，才是找到新冠病毒传播路径的关键”。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

都是疫情的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病毒源头，及早阻断疫

情传播。当前疫情反复蔓延，加大疫苗公平分配，团结合作

抗击疫情仍是当务之急。溯源合作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

须坚决反对政治化。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开展全球科学

溯源，为人类最终战胜疫情作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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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方积极参与全球溯源合作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全球溯源工作，从疫情初期，中方就

积极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第一时间分享病毒基因序列，

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溯源研究。 

今年 1 月 14 日至 2 月 10 日，中国专家和来自世卫组织

及 10 个国家的国际专家共同组成联合专家组，在武汉开展

了为期 28 天的联合研究。考察期间，专家组走访了湖北省

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参观

了各类生物安全实验室，与相关机构的专家进行了深入、坦

诚的科学交流。中方为专家组在武汉的顺利工作提供了必要

协助，充分体现了中方开放、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有的美国媒体抛出所谓武汉病毒研究所曾有 3名工作人

员感染新冠的谣言。但事实是，2019 年 12 月 30 日之前，武

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武汉病毒

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澳大利亚籍病

毒学家丹尼尔·安德森曾于 2019 年疫情暴发前夕在武汉病

毒研究所工作，对此谣言她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一个相

当规范和安全要求非常严格的实验室，美西方等人士及媒体

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科学研究的指控毫无依据。2019 年底她在

研究所的中国同事中并没有人生病，她本人经检测也没有发

现新冠病毒感染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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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等个别国家罔顾事实，指责中国拒绝溯源合作，这

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与中方开放、透明态度形成强

烈反差的是，针对美国早期新冠病例可能早于已知时间的报

道和报告，美方始终没有回应。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敦促美国配合溯源调查，提供透明的数据和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