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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方公布拟对我 2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11 日 电
（记者 于佳欣）

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 11日 就 美 方 公 布 拟 对 我
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清单发表谈话。
发言人指出，美方以加速升
级的方式公布征税清单，是完全不
■相关新闻

可接受的，我们对此表示严正抗
议。美方的行为正在伤害中国，伤
害全世界，也正在伤害其自身，这
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
发言人表示，中方对美方的
行为感到震惊，为了维护国家核
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中国政

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作出必要
反制。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国际
社会共同努力，共同维护自由贸
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共同反
对贸易霸凌主义。与此同时，我
们将立即就美方的单边主义行
为向世界贸易组织追加起诉。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11 日 电
（记者 闫子敏）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 11日在回应美方公布拟对
中国 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
关税清单时说，这是一场单边主
义与多边主义，保护主义与自由
贸易，强权与规则之战。中方将
和国际社会一道，站在历史正确
一边，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
规则。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答问时说，美方行为是典型的贸

易霸凌主义，中方将作出必要反
制，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华春莹说，当今时代，各国经
济不同程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
值链，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兴衰
相伴。立己达人方是正确选择。
如果固守“零和博弈”的过时思
维，任性挑起贸易战，不仅损害
当事双方利益，也伤及全球产业
链上的各方利益，不会有赢家。
中国货物出口的 40%，高科技产
品出口的三分之二都是在华外

资企业实现的。
“美方是在向全世界开火，
也在向自己开火。多位国际经济
界权威人士的有关表态也充分
表明，美方失去理性的行为十分
危险，害人害己，不得人心。”华春
莹说。
她说，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
坚决抵制单边主义，反对保护主
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
易规则。“这是作为负责任国家应
有的担当和责任”。

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小组成立
北京晨报讯（记者 吴婷

昨天，记者从生态环境部
获悉，为推动完善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协作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
同意，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调整
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
染防治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
染防治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
署；组织推进区域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工作，统筹研究解
决区域大气环境突出问题；
研究确定区域大气环境质量
改善目标和重点任务，指导、
督促、监督有关部门和地方
落实，组织实施考评奖惩；组
织制定有利于区域大气环境
质量改善的重大政策措施，
研究审议区域大气污染防治
相关规划等文件；研究确定
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相
关政策措施，组织实施重污
婷）

染天气联合应对工作；完成
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
事项。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任组
长，副组长为生态环境部部
长李干杰、北京市市长陈吉
宁、天津市市长张国清、河北
省省长许勤。领导小组成员
包括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
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
设部、交通运输部、气象局、
能源局、山西省、内蒙古自治
区、山东省、河南省负责人。
领导小组实行工作会议
制度和信息报送制度。工作
会议由组长召集，也可由组
长委托副组长召集，根据工
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
参加人员为领导小组成员，
必要时可邀请其他有关部门
和地方人员参加。相关部门
和省级政府每年向领导小组
报告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年度
任务完成情况和下一年度工
作计划。

赌球刑事案件破获 300 余起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
电（记者 丁小溪）

记者 11日
从公安部了解到，针对世界
杯足球赛期间赌球活动多发
情况，公安机关对各类赌球
活动强化精准打击。世界杯
开赛以来，各地侦破赌球刑
事案件 300余起、打掉赌球
团伙 100多个，涉案金额逾
10亿元。
据了解，今年初，各地公
安机关加大专项打击力度，
重点关注研判网络赌博及赌
球活动线索，在世界杯开赛
前已侦破网络赌博刑事案件
2500余起，打掉了一大批网
络赌球团伙及平台，查扣冻
结涉赌资金逾 30亿元。
6月中旬，公安部部署各
地开展了以“知法守法、远离

和平方舟再抵巴新
7 月 11 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的医护人员在甲板
列队站坡。 当地时间 7 月 11 日 10 时许，执行“和谐使命 -2018”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
缓缓驶抵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开始对巴新进行为期 8 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
医疗服务。 这是和平方舟时隔 4 年再次到访巴新。
新华社发

工会十七大将于下半年召开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记
者 樊曦）

中华全国总工会新闻发
言人王晓峰 11日表示，作为我国
广大职工和工会干部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中国工会十七大将
于下半年召开。
在全国总工会 2018年第三季
度新闻发布会上，王晓峰表示，为了

迎接中国工会十七大的召开，全总
已成立筹备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
筹备工作方案。目前，各项准备工作
进展顺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他表示，在接下来的筹备过
程中，全总将重点把握好三个方
面的工作：一是把报告起草好。中
国工会十七大报告将充分发扬民

主，汇聚各方智慧，集中力量攻
关，体现政治性、时代性和工会特
点。二是把章程修改好。根据党章
和宪法修改的精神，根据工会工
作新经验新做法进行修改。三是
把代表选举好。以严的标准、实的
举措把好人选政治关、廉洁关、身
份关，做好相关人事工作。

赌博”为主题的全国禁赌宣
传活动，通过普法讲座、案例
宣传、禁赌安全课进校园、网
络直播宣讲等多种形式，揭
露各类赌博活动的危害性、
欺骗性、违法性，推动加强禁
赌社会共治。同时，公安部会
商相关部门共同强化源头治
理，推动下线一批非法彩票
及涉赌网站。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公安机关将持续依法深
入打击惩治各类赌博违法犯
罪，突出打击犯罪活动的组
织者、经营者、获利者和幕后
“保护伞”，坚决斩断跨境跨
区域赌博犯罪的“人员链”
“资金链”“ 技术链”和“利益
链”，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
环境和国家经济安全。

亚洲航空气象中心正式运行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
电（记者 齐中熙）

由中国民
用航空局、中国气象局、香港
天文台三方联合建设的亚洲
航空气象中心 11日正式启
动运行。
民航局空管局局长车
进军表示，亚洲航空气象
中心将面向亚洲区域航空
气象服务要求，特别是满
足我国民用航空的发展需
求，适应国际民航组织未
来面向全球航空气象服务
布局的战略调整，为亚洲
区域内的气象 监 视 台 、空
管用户和航空企业提供航
空气象服务。

据介绍，每日早晨六时，
亚洲航空气象中心开始分析
和制作亚洲危险天气例行咨
询产品，对区域内未来六小
时可能影响航空运行的雷
暴、颠簸、积冰、沙暴、尘暴和
山地波进行专业详细的预
报；此后，每三小时制作一份
例行咨询产品，不定时制作
非例行咨询产品等。
亚洲航空气象中心主
中心主任周建华介绍，联合
建设亚洲航空气象中心是
民航与气象强强联手的创
新实践，是民航安全水平和
航班正常性提升的一项重
要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