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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5 日宣
布：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将于7

月 10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
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
意义，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坚持五级书
记抓乡村振兴，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
面发展。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
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以实干促振
兴，遵循乡村发展规律，规划先行，分类推进，加大投入，
扎实苦干，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
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事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科学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落实好惠农富
农政策，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科技

进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创新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着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依托“互联网+”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拓展农

民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渠道。进一步汇聚全社会推动乡村振
兴的合力，努力建设亿万农民幸福生活的美丽家园。

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议5日上午在京举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
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关
于做好“三农”工作的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
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扭住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健全领导体制，压实工作责
任，建立长效投入机制，强化政策制度保障，发挥农民
主体作用，保持定力和韧性，持之以恒抓好各项举措落
实，不断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会议部署落实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的 《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提出的各项重点任
务，有关省区和部门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省区市和计划
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让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李克强作出批示

习近平将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者刘华）全国政协主席汪洋5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

汪洋说，上个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实现各自连
任后首次会晤，为发展新时代中俄关系作出了战略引领。

相信两国关系将继续在
高水平上健康稳定前
行，为各自发展振兴、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

新贡献。中方愿与俄方共同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
识，不断挖掘合作潜力，持续提升合作水平，更好地造福
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与俄罗斯联邦会议保持友好交
流，推动中俄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者许可） 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栗战书4日在北京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
维延科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国全国人大同俄议会合
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栗战书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高度重视和
亲自推动下，中俄关系持续快速发展，达到历史最好水
平，迈入高水平、大发展的新时代。成熟稳定的中俄关
系不仅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和平稳
定的重要支撑。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方愿同俄

方坚定不移深化全面
战 略 协 作 伙 伴 关 系 ，
坚定捍卫两国自身和
共同利益。

栗战书向俄方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服务国家发展大
局的情况。他说，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中力量办大
事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中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依法履职，推动中共中央
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动员各方面力量实现国家发展目
标。中方愿与俄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栗战书和马特维延科共同主持了中国全国人大同俄
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就立法和地方合作举
行圆桌会议。

栗战书与俄联邦委员会主席会谈

汪洋会见俄联邦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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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各地区各

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把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

兴，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本报索非亚7月5日电（记者张
慧中、于洋） 当地时间 7 月 5 日下
午，应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邀
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抵达
索非亚国际机场，开始对保加利亚
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第七次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李克强步出舱门，礼兵沿红地
毯两侧列队致敬。保加利亚副总理
兼外长扎哈里埃娃等政府高级官员
在舷梯旁热情迎候。中国驻保加利
亚大使张海舟也到机场迎接。

访问保加利亚期间，李克强将
同鲍里索夫总理举行会谈、见证双
方合作文件签署、共见记者，同拉
德夫总统举行会见。

出席“16+1合作”领导人会晤
期间，李克强将同中东欧 16国领导
人共商未来合作、见证合作文件签

署、会见记者，出席中国－中东欧
国家第八届经贸论坛、地方合作成
果展和农业示范区揭牌仪式。李克
强还将同与会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举
行双边会见。

陪同出访的李克强总理夫人程
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
捷，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同机抵达。

新华社北京7月
5日电 应保加利亚
总 理 鲍 里 索 夫 、 德
国 总 理 默 克 尔 邀
请 ， 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克强 7 月 5 日上午乘

专机离开北京，对保加利亚进行正
式访问并出席第七次中国－中东欧
国家领导人会晤，赴德国主持第五
轮中德政府磋商并对德国进行正式
访问。

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国务委
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全国政协
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
任何立峰等陪同出访并同机离京。

离京开始保加利亚、德国之行

李 克 强 抵 达 索 非 亚

银保监会主席：

任何力量无法扭转中国经济进步
（详见第二版）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美方是向全世界也是向自己开火
（详见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者闫子敏）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5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回应中美是否仍就贸易问题保持沟通时说，中方的立场，美方十分清楚。

陆慷说，当前挑起这场摩擦、甚至有可能导致摩擦升级为贸易战的一方，
并不是中国。“我们从一开始就表明了立场，并且这一立场到现在没有变化，这
一点大家非常清楚。”

他说，不只是中国，包括美国国内消费者、业界、所有其他经济体和全世
界各国人民在内，没有人希望打贸易战。贸易战对任何国家都是不利的，损害
的只能是各国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利益。“我们当然不希望贸易战打起来。但是，
任何国家的正当权益如果受到片面伤害，都有权利坚定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是
毋庸置疑的。”

起底美国贸易霸凌的歪心歪理
■ 张 红

今天，7 月 6 日。对中美两国人民乃至全
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个紧要日子。美国已有
时间表，对华贸易战的“战鼓”已经擂得颇有
战时的味道。

贸易战的战端一旦开启，炮弹究竟会不会
掉进自家的阵地？白宫才不管这样的问题。毕
竟，叫嚷嚷的哈雷摩托只不过是一家企业，想走
你就走吧；毕竟，嚷嚷叫的豆农们只不过是一群
农民，爱闹你就闹吧……现在，在唯一超级大国
的政策工具箱里，似乎已经贫乏到或者说自负
到只剩下“贸易战”这唯一的一个物件儿。

这只空荡荡又沉甸甸的工具箱上，烙着纳瓦
罗先生的名字。纳瓦罗先生是谁呢？所谓的经济学
家、曾经的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政策顾问、现在的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他2011年的《致命中
国》一书，据说是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政策之源”。
近日纳瓦罗主任又亲自主笔涉华报告，重弹《致命
中国》论调。然而，与其显赫身份极不相称的，是其
政策建议中的陈词滥调和歪心歪理。

指责中国“消灭美国人工作机会”、号召
美国民众不要购买中国产品、对美国企业到中
国投资进行阻挠……纳瓦罗的种种“妙招”，
尽管了无新意，却也不无效果。因为他已经一
步步把自己的“对手”逼得更加坚定，也已经
一步步把自己的“队友”逼得更加离析。令人
不解的是，美国摆开架势，想一条道走到黑。

这充斥着浓浓的“霸权味道”：对于国际体
系与规则，它是典型的“合则用、不合则弃”，显
然习惯了“一国独霸”的做派。在一个市场和供
应链高度一体化的世界中，美国坚持砌起又高
又厚的墙。它不知自问：世界经济和各国发展，
都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怎么唯独美国成为受
害者？显然，美国揣着明白装糊涂。美国在全球
化中已经获取巨大利益，现在又要通过“逆全球
化”实现更大利益。这是典型的置全球经济和他
国利益于不顾的自私自利的霸权主义表现。

这流露着满满的“受害感觉”：我这里出
了问题，一定是别人害的。美国经济出问题，根
源就是美中贸易逆差。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必定
是中国有阴谋。但是它却不知自问：为何其他国
家都热情搭乘中国“快车”，唯独美国黯然神伤？
事实上，美中贸易逆差根源，在于美国储蓄不
足、消费过度，同时也与全球产业链布局密切相
关。美国通过在华企业攫取了大量实际利益，
却将贸易逆差的责任推给中国。

这彰显着冷冷的“冷战色彩”：渲染“中国威

胁”、鼓动对立对抗。这种逆和平发展的思维，对世
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灾难，对美国也是苦难。

以纳瓦罗思维为代表的唬人逻辑，并没有
得到西方主流学界和媒体的认可。美国印中美
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丹·施泰因博克指出，纳瓦
罗渲染的“中国威胁论”，缺乏事实根据，更
像是政治说服工具。《洛杉矶时报》 也认为，

《致命中国》“充满了仇外的歇斯底里和夸大事
实，分不清事情的因果关系”。

然而，就是这样一套漏洞百出、危言耸听的
逻辑，却支撑起了如今的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其
破坏性显而易见：全球化将严重受阻、全球贸易
秩序将遭到破坏、美国自身也将吞下“恶果”。

“多年来，我们同几乎世界所有的国家都
一直存在贸易逆差，总统想要确保这个局面不
会继续下去。”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这样说。

这事啊，道理很简单。你跟一两个人打
架，可能是各有责任；你跟所有人打架，就是
你一个人的毛病。

最后，再说一句：贸易战，中国不想打，
但绝不怕打。

谈，可以分分钟坐下来；打，可以对对碰
干起来。

中国不是吓大的，中国恰恰是在艰苦卓绝
的伟大斗争中强大的。

（作者为本报主任编辑）

外交部回应中美是否仍就贸易问题保持沟通：

美方非常清楚中方立场

当地时间 7 月 5 日下午，应保
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邀请，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乘专机抵达索非亚国际
机场，开始对保加利亚进行正式访
问，并出席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
家领导人会晤。保加利亚副总理兼
外长扎哈里埃娃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