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上首座
双层公路大桥通车

10月8日，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正
式通车（无人机拍摄）。当日，长江上首
座双层公路大桥——武汉杨泗港长江
大桥正式投入使用。杨泗港长江大桥
全长4.13公里，主跨1700米，一跨过
长江。大桥上层为城市快速路，双向6
车道，设计行车时速80公里；下层为城
市主干道，双向6车道，设计行车时速
60公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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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10月9日电 世
界经济论坛 9日在此间发布的 2019
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
全球竞争力综合排名中位列第 28
位，名次与去年持平，但综合得分稳
中有升。

这份最新报告显示，以理想状
态为 100分计算，纳入评估的 141个
经济体中最高得分为 84.8分，最低
为 35.1分，各经济体平均得分 60.7

分。中国的最新得分为 73.9分，比
去年提高1.3分。

报告显示，中国在市场规模、宏
观经济稳定性、创新能力、信息技术
应用等指标上得分靠前，在基础设
施等指标上也表现突出。

根据这份报告，中国在一些领
域的表现与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组成
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内成员不相上下。比如，中国在信

息技术应用方面的表现超过了25个
经合组织成员，而中国的人均预期
寿命高于美国，与经合组织成员的
平均水平非常接近。

在这份最新版竞争力综合排名
中，新加坡排名第一，美国从去年的
第一位跌至第二位。报告显示，在
美国商界，不确定性情绪弥漫，贸易
开放度显著下降，影响了美国的全
球竞争力综合得分。

世界经济论坛从1979年开始发
布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旨在对
各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进行评估。为体现第四次工业革命
对经济体竞争力带来的变化，世界
经济论坛从去年开始引入多项新的
评价指标。

最新报告显示

中国全球竞争力综合得分稳中有升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随着
充电设施在高速公路上不断建设完
善，电动汽车也有了“远方”。记者9
日从国网电动汽车公司获悉，刚刚
过去的国庆长假，电动汽车成为高
速公路上一大主力，由此带来高速
公路充电桩日均充电量大幅攀升至
40.8万千瓦时，是平时的3.6倍，较
去年同期翻番。

京港澳、沈海、大广、长深和京
哈成为国庆假期充电量排名前五的
高速公路。从分布地区看，充电量
排名前四位的省份为河北、江苏、浙
江和湖北。

“充电难、远行难”，过去一直是
许多电动汽车车主的“痛”。为缓解
这一矛盾，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高
速公路充电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

截至目前，已建成京沪高速、京港澳
高速等“十纵”，青银高速、沪蓉高速
等“十横”以及首都环线、杭州湾环
线“两环”的高速快充网络。

仅国家电网经营范围就有快充
站2080座、充电桩8423个，覆盖高
速公路近5万公里，连接19个省的
171个城市。这些充电站平均间距
小于 50公里，最快半小时就能充

满电。
充电便利直接提升了车主的远

行信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主要高速公路充电量呈快速增长趋
势，特别是节假日增长更为显著。
今年春节期间日均充电量约25万
千瓦时，五一假期日均充电量接近
30万千瓦时。

我国高速公路充电网基本形成
电动汽车也有了“远方”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中
国期货业协会 8日晚间发布数据，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期货市场累计
成交量和成交额同比增幅均超三
成，其中成交量同比增长 30.23%，
成交额同比增长38.68%。

从数据看，尽管 9月份受节假
日效应影响，成交量、成交额环比有
明显下降，但就前三季度整体看，
1-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2898.21百万手，同比增长 30.23%；
1-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
214.32万亿元，同比增长38.68%。

其中，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位居成交
量、成交额同比增幅的前两位。中
金所累计成交量、成交额同比增长
分别为 166.00%、176.41%；上海国
际能源交易中心成交量、成交额同
比分别增长112.86%、89.99%。

前三季度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
同比增长超三成

新华社华盛顿 10月 8日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任总
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8
日表示，贸易争端给全球经济增长
造成了显著损失，到 2020年全球
经济或将因此损失约 7000 亿美
元，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0.8%左右。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 IMF总
部发表上任以来首次公开演讲时
说，全球经济增长正不断减速，全
球近 90%的区域今年经济增长都
将放缓。她表示，IMF下周将发布
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下
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格奥尔基耶娃说，全球经济陷
入“同步放缓”境地，原因之一就是
贸易争端。她表示，全球贸易增长
已近乎停滞，由于贸易紧张局势等
原因，全球制造业活动和投资力度

已大幅减弱，服务业和消费可能很
快也会受到影响。

“裂痕还在扩大。如今争端扩
展到多个国家，并且蔓延到其他关
键领域，”她说，“由于我们的经济
体互联互通，不消多时，更多经济
体将会感受到这种影响。”

格奥尔基耶娃说，贸易争端、
英国“脱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
来的不确定性正在抑制全球经济增
长潜力。她呼吁各国采取协调一致
的应对措施，共同寻求解决贸易问
题的持久之道，从而充分发挥贸易
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

保加利亚经济学家格奥尔基
耶娃此前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
官，她接替已经离任的克里斯蒂
娜·拉加德，于10月1日上任，成为
IMF成立以来首位来自新兴市场
经济体的总裁。

IMF新总裁警告

贸易争端将造成数千亿美元损失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9
日，北京冬奥组委启动 2019年面
向社会招聘工作，广泛吸引优秀
人才参与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

北京冬奥组委成立于 2015年
12月 15日，是承办北京 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组织机构，负责
组织、协调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全部
的筹备和举办工作，目前设有 21
个部和延庆运行中心、张家口运行
中心，共有570余名工作人员。

此次社会招聘，广泛遴选专业
能力强、专业素养高的优秀人才，
进一步增强冬奥会筹办力量。此
次共招聘 45个岗位、51名工作人
员，涉及体育、宣传、对外联络、媒
体运行、市场开发、法律、文化活动
等业务领域，具有很高的专业
要求。

报名时间从 10 月 9 日至 18
日，通过笔试、面试、体检等环节择
优聘用。岗位详情和报考相关资
格要求可登录北京冬奥组委官网
（www.beijing2022.cn）查看。

有意愿加入北京冬奥组委但
不符合本次招聘岗位报名条件的
人员，在招聘期间，可登录北京冬
奥组委官网招聘页面（https://re⁃
cruit.beijing2022.cn）申请加入“人
才储备库”；在非招聘期间，可以在
北京冬奥组委官网招聘页面人才
储备库栏目下载、填写《北京冬奥
组委人才储备库个人信息登记表》
发 送 到 指 定 邮 箱（jobs@bei⁃
jing2022.cn）。今后，北京冬奥组委
将根据筹办工作需要，按照《北京
冬奥组委人才储备库人员管理使
用办法》择优聘用。

北京冬奥组委
启动2019年面向社会招聘工作

特别关注

新华社日内瓦10月8日电 世
界卫生组织8日发布首份《世界视力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
改变以及获得眼科护理机会有限是
全球视力障碍人数不断增加的主要
因素，在中低收入国家尤其如此。
报告呼吁各国加强眼科保健工作。

报告估计，全球至少有22亿人
视力受损或失明，其中至少10亿人
的视力损伤问题或本可通过预防避

免，或尚未得到妥善处理。他们主
要受近视、远视、青光眼及白内障等
的影响，且未获得必要的医疗或护
理服务。

报告称，现代社会人们长时间
待在室内从事大量“近距离工作”，
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有近视问题，增
加户外活动时间可降低这一风险；
几乎所有糖尿病患者一生中都会出
现某种形式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

患者，尤其是2型糖尿病患者如不进
行常规眼部检查和妥善控制糖尿
病，可能损害视力；通过常规检查做
到早预防、早护理、早治疗，可有效
避免眼部疾患。

报告指出，白内障、沙眼、屈光
不正等眼部疾患可导致视力损伤和
失明，因此是各国眼部护理战略的
重点，但同样不能忽视那些并不损
伤视力的眼部疾患，比如干眼症和

结膜炎，后者通常是人们寻求眼部
保健服务的原因之一。

报告建议各国在初级卫生保健
等国家卫生服务中进一步加强眼科
保健工作，通过预防、早期发现、治疗
和康复服务，确保满足更多人的眼部
保健需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表示，将眼科保健纳入国家卫生计划
和基本卫生保健服务是每个国家实
现全民健康覆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卫组织首份视力报告呼吁关注眼科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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