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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1日电（记者严冰） 记者从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适应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要求，随着全国铁路将于 7 月 1 日零时起实施
今年第二阶段列车运行图，长编组“复兴号”动车组也
将在京沪高铁首次投入运行，客运运力创历史新高。

据悉，新图实施后，16 辆 CR400BF-A 型长编
组“复兴号”动车组将在京沪高铁首次投入运行，
计划每日投入运行3列，开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6 趟，车次分别为上海虹桥-北京南 G2/G3、G10/
G11、G118/G149次。

据悉，长编组“复兴号”动车组是适应中国高速铁
路运营环境和条件，满足长距离、长时间、连续高速运
行等需求，在8辆编组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新型车组，
总长度超过415米，总定员1193人，可满足时速350公
里运营要求。

长编组“复兴号”动车
将 亮 相 京 沪 高 铁

本报北京6月1日电（记者陈劲松）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副理事长贾勇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关
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 的有关情况时透
露，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确定于10月1日起全面实施。

贾勇介绍，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推算，中
国有 0-6 岁残疾儿童 160 余万人，每年新增残疾儿童 20 余
万人。“十二五”以来，通过实施聋儿听力语言康复训练、
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和康复训练、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
等抢救性康复项目，60余万人 （次） 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
复服务。残疾儿童康复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各类残疾儿童
康复服务机构发展到近7000个。

贾勇说，截至目前，中国已有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广东、山东、福建、宁夏、云南等9个省份建立了不同
形式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未来还将对与 《意见》 不
一致的工作机制、审核程序和结算方式等进行必要调整。

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记者
郑明达）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日在
回答有关美国强征钢铝关税遭多国批
评的提问时说，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
入发展、各国利益日益交融的情况
下，以邻为壑，让子弹乱飞，绝不具
有任何建设性。她呼吁各国特别是主
要经济体坚决反对各种贸易和投资保
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正常的
国际贸易秩序。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从6
月1日起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输
美钢、铝产品分别征收 25%和 10%的
关税，引发有关各方强烈批评。欧盟
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美方此举是完
全的保护主义，在世界贸易中实施单
边措施完全不可接受，欧盟将很快宣

布平衡美方关税的措施。法国总统马
克龙称，美方决定是非法和错误的。
德国财长肖尔茨称将作出强有力回
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此举完全
不可接受。墨西哥也宣布了相应的反
制措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很多国家对当前美方
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感到担忧。“我
们一向认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
发展、各国利益日益交融的情况下，以
邻为壑，让子弹乱飞，绝不是有效和有
益的方式，也绝不具有任何建设性。”

她表示，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
体，应该坚决反对各种贸易和投资保
护主义，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规
则为基础、公平开放的多边贸易体
制，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促进
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和增长。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制 度 10 月 实 施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强征钢铝关税是以邻为壑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强征钢铝关税是以邻为壑

6月1日，中铁建工集团国际工程公司员工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首
都莫尔斯比港综合医院，与当地肿瘤患儿一起欢度儿童节。图为中国员工为
孩子们送上节日蛋糕。 周 慧 段华盛摄影报道

中企关爱巴新病儿

5 月 31 日，已
故著名华裔画家赵
无极专题展览“无
言的空间”在巴黎
现代艺术博物馆拉
开帷幕，40幅不同
时期的画作体现了
艺术家挥洒自如、
中西合璧的抽象派
手法，带领观众进
入 无 言 的 艺 术 空
间。

图为观众在欣
赏作品。

新华社记者
张 曼摄

巴黎举办已故华裔画家赵无极画展

记者：请介绍一下中巴新两国
合作和交流情况？

薛冰：中巴新关系未来十分光
明。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为中国
外交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推
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构建”概
括了中国外交今后努力的总目标。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共同
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顺应时代潮
流，我们愿同与巴新在内的各国人
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初，
巴新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勒令台湾
驻巴新机构更换伪称，撤销其所使
用的外交和领事车牌，彻底解决长
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为中
巴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

记者：巴新举办2018年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这个国家以及
其他地区有何意义？

薛冰：今年巴新APEC会议主
题为“把握包容性机遇，拥抱数字
化未来”，三大重点议题分别是

“加强互联互通，深化区域经济一
体化”“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增长”
和“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包容增
长”。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有望
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与融合，加快亚太自
贸区建设进程。

举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在短期内，将刺激和拉动巴新
经济增长。从中长期看，巴新将进
一步改善基础设施，为未来经济社
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APEC
会议有利于巩固巴新在岛国地区

“领头羊”地位，并提高太平洋岛
国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社会上的影
响力。

记者：中国如何支持巴新承办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薛冰：中国坚定支持巴新举办
2018 年 APEC 会议。2016 年 7 月，
习近平主席在奥尼尔总理访华期间
表示愿应邀参加2018年巴新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习主席是第一
个表态出席会议的APEC领导人。

中国同巴新在APEC框架内合

作良好，支持巴新方提出的会议主
题、议题和打造成果的努力，并向
巴新办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
项目援建和会务保障方面，中方为
巴新举办APEC领导人会议提供大
力支持和帮助，主要包括：对中国
援建项目国际会议中心进行升级改
造，修复莫尔斯比港杰克逊国际机
场至 APEC 大厦的快速路，新建连
接议会大厦和国际会议中心的独立
大道，向巴新政府提供94辆会议用
车，加大警务防务援助力度，等等。

记者：除了在APEC框架内的
合作，中巴新两国还有什么有代表
性的项目和企业？

薛冰：长期以来，中国向巴新
提供大量无私援助，比如在基础设施
领域，中国援建巴新体育场馆设施、
医院和学校，APEC第二次高官会正
在使用的国际会议中心，就是中国在
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的援建项目。

新一届巴新政府鼓励发展非能
矿资源产业，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等有
望成为两国深化务实合作的新方向。

目前，在巴新的中资企业约 40
家。中港湾、中铁国际等中资公司作
为国家名片和“先遣队”在巴新深耕
多年，对促进两国关系、增进友谊作
出很大贡献。中冶瑞木跻身巴新矿
产企业前十强。中海外、江苏国际、
广外建等中资企业凭借资本技术优
势，逐步占据巴新工程承包市场半
壁江山。华为等民营企业也在巴新
名利双收。据不完全统计，中资企
业雇用巴新当地员工 5400 余人，
为巴新财政贡献了税收。同时，中
资企业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参与
当地社区建设和慈善事业。

记者：巴新参与地区发展合作
和经济全球化，给该国经济社会发
展和当地民众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
在在的好处？

薛冰：巴新等太平洋岛国对
“一带一路”倡议作出积极响应。
2016 年 7 月，奥尼尔总理访华期
间，两国政府签署加强产能合作的
框架协议。今年 5月 2日，巴新又获
准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巴
新经济处在腾飞的起步阶段，巴新
政府希望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更好地引入中国资本和技术，
满足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薛冰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中巴新关系未来十分光明
本报记者 卫 庶 陆娅楠

链接▶▶▶
巴新全称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面积为 46万多平方公

里，人口约800万。巴新官方语言为英语。巴新位于太平洋西南
部，全境共有600多个岛屿，海岸线全长8300公里，水域面积达
240万平方公里，包括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巴新全国划分为20
个省，另设布干维尔自治区及首都行政区（莫尔斯比港市）。

巴新自然资源丰富，是新兴的能资出口国。2017－2019
年，巴新经济增长率预计在2.1%至2.5%之间。

中国和巴新于1976年10月12日建立外交关系。巴新历届政
府总体对华友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两国高层交往
密切，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今年5月2日，巴新获准加入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

目前，在巴新华侨华人共约2万人，主要从事餐饮、百货批
发、超市、房地产、加工制造、渔业等。

今年11月12日至18日，2018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及其他城镇举行。2016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新总理彼得·奥尼尔访华期间表示，愿应邀
参加2018年巴新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巴新地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南线延伸地带，是中
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投资对象国，如今中国是巴新第三大
贸易伙伴。今年5月2日，巴新获准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巴新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

当地时间5月28日，本报记者在莫尔斯比港对中国驻巴布
亚新几内亚大使薛冰进行专访。

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记者
郑明达） 针对美方日前表示对中国
公民各项签证政策没有改变，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中方对美方澄清表示欢迎，中美
签证便利化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务院
日前表示，美国对中国公民的各项签
证政策都没有改变，中国学生赴美仍
然获得最长 5 年的签证，美国对敏感

专业申请人的审查程序也没有变化，
并且不针对中国公民。美国国务院
强调，美国欢迎愈来愈多的中国公
民访问美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对美方
澄清表示欢迎。”华春莹说，人员往
来是促进中美两国间各领域交流与
合作的基础。中美签证便利化是对
等互惠的事情，符合两国人民共同
利益。

美对中国公民各项签证政策未改变

中方对美方澄清表示欢迎

8省公开环保整改方案，第一
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全面
启动，6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陆
续进驻 10省区……连日来，环保
督察大动作连连，引发关注。

问题为导向

5 月 30 日，中央第三环境保
护督察组进驻黑龙江省开展环境
保护督察“回头看”。次日，中央
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河北省
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接
下来，督察组将陆续进驻河南、
内蒙古、宁夏、江苏、江西、广
东、广西、云南等省区。

此次“回头看”重点盯住被督
察地区对中央环保督察移交问题
整改不力的情况，尤其关注那些

“表面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
改”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国家
环保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此
次“回头看”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
重点督办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问
题，不能把群众身边的小问题，久
拖不决拖成大问题。有一些案件，
群众举报多次，中央环保督察也交
办了，但涉事企业漠然处之，地方
政府有包庇纵容的嫌疑。

据了解，环境保护督察“回
头看”进驻时间约为 1 个月。进
驻期间，各督察组将分别设立联
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
省份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电来
信举报。

督察有实效

从2015年12月启动河北省环
保督察试点以来，2016 年 7 月和
11月、2017年4月和8月，中央环保

督察组分四批对 30个省区市开展
督察，实现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督
察全覆盖。督察进驻期间，共问责党
政领导干部 1.8 万多人，受理群众
环境举报 13.5 万件，直接推动解
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8万多个。

启动督察以来，各省区市有针
对性地出台或修订生态环境保护
政策法规、制度标准等 240 多项；
31 个省份均已出台环境保护职责
分工文件、环境保护督察方案以及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实施办法；26个省份已开展或
正在开展省级环境保护督察。

据悉，生态环境部计划再用3
年左右时间，完成第二轮中央环
保督察全覆盖；建立中央和省两
级督察体系，不断完善环境保护
长效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落实是关键

5 月 29 日，吉林、浙江、山

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
新疆 （含生产建设兵团） 等 8 省
区公开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方案，
共确定530项整改任务。

在整改内容上，各省区都根
据督察反馈制定了具体的整改清
单。如海南省针对沿海市县向海
要地、向岸要地情况严重的问
题，明确要求对已批已建围填海
项目进行分类整改，建立健全围
填海项目管理的长效机制。

为 了 保 障 整 改 工 作 顺 利 推
进，整改方案还就每一项整改任
务逐一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
整改目标、整改措施和整改时
限，基本做到了可检查、可考
核、可问责。

生态 环 境 部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下一步，国家环境保护督
察办公室将对各地整改情况持
续开展清单化调度并组织现场
抽查，紧盯整改落实情况，加
强协调督办。

环保督察 利剑再出鞘
李 贞 程雪梅

2017 年 8 月 19 日，在河北省沧州市河北冀春化工有限公司，
环保部强化督查 （第十轮） 第七组成员高杰 （左） 在查看企业数
据记录。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由中铁建工集团诺德地产与北方公司共同赞助的位于莫
尔斯比港城镇区老盐厂内的第一个巴新乒乓球训练基地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正式完工，共计投资约 70 万元人民币。目
前，中国志愿者担任常驻教练。图为中企人员与该基地教
练、队员合影。 史蒂文（巴布亚新几内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