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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22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美国媒体近日公布
的反华公开信充满意识形态偏见
和冷战零和思维，左右不了中美
关系的前进方向，注定会被扔进
历史的垃圾堆。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太
平洋舰队前情报和信息行动主管
法内尔近日通过美国媒体公布一
封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公开信，
获得美国等国约130人联署。该
信批评中国内外政策，支持美国
政府采取对抗中国的路线。请问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耿爽表示，所谓公开信充满
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零和思维，
百般诋毁抹黑中国内外政策，极
力挑动中美冲突对抗，很多内容
根本站不住脚。公开信联署名单
中甚至夹杂着一些“法轮功”邪
教分子。这本身就令公开信的严
肃性大打折扣。

“从这几天中美两国媒体和
各界人士的冷淡反应中可以看
出，这封信既代表不了美国社会
的主流民意，更左右不了中美关
系的前进方向，注定会被扔进历
史的垃圾堆。”耿爽说。

他表示，历史已经并将继续
证明，挑动中美对抗冲突是危险
歧途，推动中美合作共赢才是沧
桑正道。中方敦促美方有关人士
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
停止对中方的无端诋毁和指责，
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和世界
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事。

耿爽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
和内外政策是清晰的、一贯的。今
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
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成功道路，为捍卫世界和平、
促进全球繁荣、维护国际秩序作
出重要贡献，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耿爽说，中方将继续坚持和
平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合
作共赢，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作
为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
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
好。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完全可以相互促进、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双方应当共同努力，
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和方
向，继续推进以协调、合作、稳
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更好造福
两国和世界人民。

外交部回应美反华公开信

注定被扔进历史垃圾堆

2.赵亚夫，男，汉族，1941
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
历，江苏常州人，镇江市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镇江农科所原所
长、党委书记，党的十四大代
表。他爱党爱国，敬业奉献，凭
着对“三农”事业的热爱，始终
与老区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扎根
农村，服务农民，全身心地“做
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
民销、实现农民富”。他与农民
一道艰苦探索，开辟了一条通过
科技兴农、以农富农，建设“农
民共同富裕、农业生态高效、农
村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村小康
社会之路，带领数十万老区农民
实现了“小康梦”，被誉为“大
地活雷锋”。他因地制宜开辟

“戴庄模式”发展有机农业，为
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水平、带领农
民致富、改变农村面貌作出重要
贡献。荣获“全国时代楷模”

“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优秀领导
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扶贫先进人物”“全国先进工
作者”等称号。2009年入选新
中国成立60周年“50位为新中
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江苏英雄
模范人物和50位新中国成立以
来感动江苏人物”。2018年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时，被省委、

省政府授予“为江苏改革开放作
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称号。

3.吴仁宝（1928-2013），男，
汉族，中共党员，江苏江阴人，生
前系江阴市华西村原党委书记。
他率领华西村民“七十年代造田、
八十年代造厂、九十年代造城、新
世纪腾飞”，实现了从农业样板村
到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再到
农村现代化的跨越，开创了超大
型村庄民主管理体制建设的先
例，向亿万中国农民展示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模
样。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
称号。2009年入选新中国成立
60周年“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
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
人物”。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时，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

“改革先锋”称号。 （据新华网）

江苏省“最美奋斗者”
20人简要事迹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为“688001”）
2005年，华兴源创诞生，并立志

成为中国国内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注液
晶检测专业设备厂家。

2013年，华兴源创入选苏州工业
园区的科技企业“扎根计划”。

如今，在全球中小型液晶检测设备
领域，华兴源创拥有不可忽视的市场占
有率和技术话语权，成为同类型企业中

独具竞争力的“领头雁”。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为“688003”）
天准科技致力于机器视觉的技术和产

品开发，公司核心技术包括机器视觉算
法、工业数据平台、先进视觉传感器及精
密驱控技术四大领域。

主要产品的关键指标性能均达到或超
过国际优秀同行，实现进口替代。

主要客户群体覆盖消费电子行业、汽

车制造业、光伏半导体行业、仓储物流行
业等各领域。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为“688022”）
瀚川智能这是一家专业的智能制造装

备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相比同行，瀚川
智能是业内少数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与国
外一线同行竞争的企业。目前，公司在德
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均有智能制造装备
项目落地。 （综合）

3家科创板上市苏州企业

据新华社 坐落于黄浦江畔的上海证券交易所，22日为举世瞩目的科创板鸣锣开市。伴随首批25家上市公司率先“试水”，中
国资本市场为助力科技创新吹响“冲锋号”。

科创板吹响助力科技创新“冲锋号”

为科创企业腾飞插上“双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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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22日上午9点30分
许，伴随开市锣声的响起，首批
25只科创板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科创板正式开市。

上市仪式在上海证券大厦五楼
交易大厅内举行。交易厅大屏上

“科创板首批公司上市仪式”的红
底白字，映照着整个大厅显出红色
的光彩。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肩
负着引领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型
的使命，也承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改革的初心，对于进一步提升资本
市场功能，更好服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具有独特的作
用。”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致
辞时说。

首批25家企业均属于科创板
重点支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其研发投入显著
高于现有A股可比公司。

9时 15分许，首批科创企业
所在的9省市各出一位企业代表上
台，与上交所、中国结算签署上市
协议和登记协议，完成上市前的最
后一个流程。

“科创板推出一系列新政策，使
科创企业能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跨越
式发展。”中微公司董事长尹志尧
说，科创板正成为推动国家高科技
领域实现高速发展助推器。

随后，25家企业的主要负责
人登台见证敲锣仪式。锣声响起，
交易大厅大屏幕上迅即滚动出这
25只股票的即时交易行情，科创
板由此开启“交易时间”。

“科创板的一系列制度创新，
可以为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
革提供许多先行经验，可以促使资
本市场更趋成熟。”华兴资本董事
长包凡说。

回望来路，一个意见、两个办
法、几十个配套制度措施、149家申
报企业、259天……自去年11月宣
布设立科创板至今，科创板改革之
速、力度之大，令各界惊叹。

“我们相信科创板会越来越
好，会从多个层面为中国资本市
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力量。”
富达国际中国区股票投资主管周文
群说。

科创板
鸣锣开市

首批25只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新 闻 链 接 〉 〉 〉

定位于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的科创
板，采用了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
化定价机制，交易规则、退市机制等也
与存量市场有较大差异。这意味着科创
板对投资者的风险判断和承受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发布的《科创
板制度风险防范专题研究》报告认为，
市场对于定价风险评估不足是科创板发
展面临的风险之一，呼吁在完善做空机
制的同时，加强股票破发风险的预警提
示和风险舆论引导。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负责人建议，
科创企业科技含量、企业发展模式都与
传统企业有所不同，投资者应脱离此前
单一的“唯市盈率论”，根据企业的不
同模式寻找到最适合的价值判断指标，
进行多维度审视、多角度验证，理性投
资、进阶投资。

风险承受能力要求更高
价值判断应脱离“唯市盈率论”

科创板开市首日总体表现活跃。
25只个股首日平均涨幅接近140%，16
只涨幅超过一倍。另据统计，全天科创
板合计成交485亿元，24只个股换手
率在七成以上。

在浦银安盛基金经理褚艳辉看来，
科创板首日的强势表现体现了投资者对
这批高科技企业的充足信心，以及对科
创板这一新生事物给出的高溢价。他同
时表示，经历最初的情绪亢奋期，并经
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和消化后，市场会逐
步向基本面和价值回归，届时科创板的
长期投资价值将会显现。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等业界人士表示，在近几年A股成长
概念投资表现相对较弱的背景下，科创
板的推出有望令存量市场同类型行业公
司再度获得投资者的关注，从而形成

“估值溢价”效应。

上市首日总体表现活跃
投资者热情继续“扩散”

在业界看来，科创板将为渴望腾
飞的科创企业插上“双翼”。“科创板
全新的制度设计可以大幅提升资本市
场的定价效率，更加有序地引导资源
流动，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中的行业细
分龙头。”中邮证券首席研究官尚震宇
说。

事实上，首批企业已经在“试
水”过程中体验了科创板的“温度”。

“我们深刻感到，科创板推出的一系列
新政策，使科创企业能以更快的速度
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微公司董事长尹
志尧说。

科创板吹响“冲锋号”，也令更多
科创企业充满期待。智能汽车领域知
名企业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表示，科
创板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有望为处
于成长期的科技企业吸引更多人民币
资本的关注，从而助其快速发展。

初生科创板显露“苗头”
为科创企业插上“双翼”

科创板首批公司上市仪式现场科创板首批公司上市仪式现场。。（（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