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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 16日电 （记
者白洁、崔文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7月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欧洲理
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
克共同主持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
会晤。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欧关系处于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中
方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希望欧
盟保持团结、稳定、发展。中方愿同
欧方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
合作，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
断实现新的发展。

中欧双方一致认为，面对当前纷
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和欧盟作为
世界两大主要力量和经济体，有责任
共同努力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倡导多边主义，支持自由贸易，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欧双方一致同意，共同维护
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加强外交
和安全政策对话，应对共同挑战。
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抵制保
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支持以规则为
基础、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
边贸易体制，遵守现有世贸规则。
双 方 同 意 建 立 工 作 组 这 一 沟 通 机
制，讨论世贸组织改革问题。双方
在此次领导人会晤期间交换了中欧
投资协定清单出价，同意将中欧投
资协定谈判作为最优先事项，努力
为投资者建立开放、透明、公平、
可预期的商业环境。推进在环境、
能源、循环经济、科技创新、知识
产权、工业、数字经济、城镇化等
领域的对话合作。同意建立中欧禁
毒对话、中欧人道主义援助对话，

并就深化葡萄酒和烈酒行业合作开
展联合可研。

中欧双方承诺加强知识产权对
话，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双方强
调致力于扩大双向开放，改善市场准
入和投资环境，推进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同欧盟发展规划对接，尽快
完成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谈判。双方同
意进一步推动在 2018“中国—欧盟
旅游年”框架下的活动，促进旅游合
作及双向人员交流。双方承诺支持二
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
坛，继续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中发
挥积极作用。双方一致认为，中欧之
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将继续本
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妥善处
理有关分歧。

李克强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

门会越开越大。中国政府前不久发布
了新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将进
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希望欧方抓住机
遇，扩大对华贸易和投资，放宽对华
高技术出口限制，同时为中国企业赴
欧投资创造公平、透明的良好环境。

图斯克和容克表示，当前国际格
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关乎世界的和
平与发展。欧中双方应共同承担责
任，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尊重
公认的国际规则，汲取历史经验教
训，避免冲突和动荡。

会晤后，李克强与图斯克、容
克共同见证了中国同欧盟之间在投
资、环保、循环经济、蓝色伙伴关
系、海关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的签
署。

双方一致同意发表《第二十次中

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和《中
欧领导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联合声
明》。

当天上午，李克强和容克共同出
席中欧企业家圆桌会开幕式，听取双
方企业家对深化中欧合作的意见和建
议，一致认为中欧经贸投资合作前景
广阔，双方将共同努力，扩大双向开
放，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
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据新华社北京7月 16日电 （记
者白洁、崔文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7月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与欧洲理
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
克共同会见记者并回答提问。

在回答关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
问题时，李克强指出，今天中欧双方
交换了协定清单出价，标志着谈判进
入新阶段。中欧早日达成投资协定符
合双方共同利益。特别是在当前形势
下，协定谈判取得突破是以实际行动
对外释放中欧共同致力于推进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
贸易体制的积极信号。希望双方继续
秉持积极、灵活的态度，推动谈判取
得更大进展，争取早日达成一致，并
在此基础上将中欧自贸区问题提上议
事日程，进一步坚定中欧企业界开展
合作的信心。

李克强强调，中国致力于同欧盟
发展更加平衡的经贸关系。中国政府
最近下调了汽车、消费品、药品等进
口关税，公布了新的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大幅放宽市场准入，为中外企业
提供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希望欧洲
企业抓住商机，也希望欧方保持双向
开放，为中国企业对欧贸易投资创造
公平、透明、良好的环境。

李克强与欧盟领导人共同主持

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京举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阿读者会举行

据新华社阿布扎比7月15日电（记者苏小坡、汤沛沛） 在国家主席习
近平对阿联酋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阿读者会暨中国图
书展销周活动15日在阿布扎比举行。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
晓晖和阿联酋包容部部长纳哈延、国务部长兼国家新闻委员会主席苏尔坦、
阿联酋文化与知识发展部部长努拉以及两国政界、学界、出版界、新闻界人士
共200多人出席活动，围绕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进行了热烈探讨和分享。

此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阿联酋文化与知识发展部、中国驻阿
联酋大使馆、中国外文局主办。近期，中宣部还在阿联酋组织举办了《中国剧
场》开播仪式、中国电影周、“拥抱中国”艺术节专场演出等一系列媒体文化交流
活动，积极为习近平主席访问阿联酋营造良好氛围。

王岐山会见阿根廷考察团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孙奕）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6日在中南海

会见了由党主席斯齐亚沃尼率领的阿根廷共和国方案党干部考察团。
王岐山表示，中阿同为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两国关

系发展顺利。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政党交流是两国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愿同阿根廷共和国方案党建立新型政党关系，互
学互鉴，为促进中阿关系更好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回应美指责中国从事不公平贸易

外交部发言人三问美方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闫子敏） 针对美国在《关于301调查的

声明》中指责中国长期从事不公平贸易，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表示，公平
是靠大家平等协商来制定国际规则，而不能自说自话，根据自身利益来制定标
准，甚至以牺牲其他国家公平和利益为代价谋取最大利益。

华春莹说，中国商务部上周已经发表声明，批驳了美方有关错误观点，指出
美方有关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站不住脚。我想再问美方几个问题：

第一，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贸易规则主要制定者，美元是国际贸易
主要结算货币，而中国是国际贸易后来者、WTO规则接受者。大家有谁相
信，规则制定者制定的规则是利人不利己的？

第二，过去 40年间，中美贸易规模增长了 230多倍，去年两国贸易总
量已接近6000亿美元，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是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
的必然。大家都知道，生意人不做亏本买卖，资本从来都是逐利的。难道
美国在过去40年里一直和中国做亏本买卖吗？美方可不可以请那些长期和
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出来说句公道话？

第三，今天中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世界上
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去年中国吸
引外资居世界第二位，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
96.6％。难道这么多国家都在并将继续与中国做亏本生意吗？

华春莹表示，如果说，当年中国入世谈判时，WTO规则的“篮筐”不会为中
国而降低，那么今天，经济全球化大潮也绝不会因为某个国家包括美方有些人
逆潮流而动而退回到一个个自我孤立的小河小湖。在今天这个各国相互依存、
命运与共的时代里，保护主义保护不了自己，单边主义只会损人害己。

就美国301征税建议措施

中国在世贸组织追加起诉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据商务部消息，中国于16日在世贸组织就美

国301调查项下对我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征税建议措施追加起诉。

连日来，全国多地遭受暴雨侵袭。7
月16日，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
预警。预报显示，未来 3 天，四川盆地
西部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
外，华北中北部、东北北部、华南沿海
等地区除暴雨外，伴有短时强降水，局
地有雷暴大风。

面对汛情，全国各地迅速行动起来。

及时预警

连日来，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防汛预
警，启动应急响应。

7 月 13 日 4时，长江 2018年第 2号洪
水在长江上游形成。国家防总、长江防总
分别于7月11日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专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地方和有关部门
抓紧做好长江流域防汛工作。

截至7月16日6时，北京市面平均降
雨量 26 毫米，密云区白河张家坟水文站
流量每秒 1300 立方米，是 1998 年以来最
大洪水。北京市于16日3时30分启动Ⅳ
级应急响应，4时升级为Ⅲ级应急响应，5
时发布白河洪水黄色预警。

在防汛预警中，各地还引入最新技
术。

在江苏无锡防汛应急演练现场，管道
检测以机器代替人工，不仅减少人工作业
的危险，且大大提高了定位精准度。江西
利用新技术加速应急响应的速度。遥控
船搭载走航式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直
接在水中测速，无人机搭载雷达波测速仪
在空中测出水体流速，然后整合二者数
据，为防汛预警提供精确依据。

全力抗洪

国家防总、财政部、水利部等部门
迅速调度人力、财力、物力，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各大水利工程也相继开

启调洪削峰模式。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派出由救

灾、消防、地质灾害应急、安全生产监
管、国家减灾中心等司局单位组成的工
作组赶赴灾区。救灾应急工作组在四川
德阳、甘肃定西等地实地查看灾情，看
望慰问受灾群众，督促做好抢险救援，
全力指导和协助灾区做好抗灾救灾工
作。同时，受灾各地政府也紧急抽调公
安民警、武警、消防官兵进行抢险救灾。

7月13日，应急管理部从中央救灾物
资成都储备库、兰州储备库向四川、甘肃
两省部分严重暴雨洪涝灾区紧急组织调
拨 8000 顶帐篷、8000 张折叠床、50000 床
衣被等中央救灾物资。

三峡大坝腾出库容，开启泄洪深孔下
泄上游来水。早在7月3日，黄河小浪底水
利枢纽就开启洪水调度运用模式，防控洪
灾。

暖心救助

近日，网上一段“8000 吨火车压桥

抗洪”的视频迅速收获百万点击量。火
车司机和现场技术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执
行抢险任务的英勇行动，获得大量网友
点赞。

滔滔洪水中，消防官兵筑起“生命
阶梯”。连日来，四川德阳普降暴雨，洪
水致使中江县部分房屋被淹，大量人员
被困。一名孕妇被困楼中，此时洪水已
经漫过房屋第一层。当消防员的冲锋舟
靠近时，孕妇担心腹中孩子，迟迟不敢
迈出楼。“没关系，往我肩膀上踩！”消
防官兵搭成的“人肉肩梯”为被困孕妇
铺出一条生命路。

7 月 11 日，在防抗“玛莉亚”台风
的战斗中，福建福州仓山区社区干部侯
卓凡在暴雨中巡查时，不幸被落下的断
枝砸中，当场昏迷，左肩锁骨断裂。醒
来时，意识还未完全清醒的她说的第一
句话就是，“警戒线拉好了没？”

在抗击暴雨洪水的战斗中，这些感
人、温暖的瞬间汇集成一股正能量，让
人们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有了更大勇气和
更多依靠。

暴雨来袭，各地从容应对
潘旭涛 黎继勇 拜 婧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7月16
日，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奠基仪式在坦
桑尼亚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值此坦桑尼亚革命
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莫桑比克
解放阵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纳米比亚人组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
联盟－爱国阵线六姊妹党联合建设的
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奠基之际，我谨代
表中国共产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对此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南部非洲六姊妹
党是领导各自国家民族解放斗争和

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联合建设尼
雷尔领导力学院是六姊妹党加强党
的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
举措，将为各自国家发展进步发挥
积极作用。

习近平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共
产党同六姊妹党保持传统友好关系，

为双方国家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政治
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愿以此为契
机，同包括六姊妹党在内的非洲各国
政党加强交流，互学互鉴，携手推动
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共
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
积极贡献。

7月 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
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主持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7月 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
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主持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习近平信贺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奠基

大英博物馆藏品沪上地铁站展出

大英博物馆藏品近日空降上海陕西南路地铁站，引来众多乘客围观或驻足欣赏。展出的内巴
蒙花园壁画、阿尼纸莎草文稿、《OP眼镜》等作品的授权衍生品，展现了大英博物馆馆藏品的丰
富多彩。 王亚东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7月16日电（记者张洋） 日前，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2018年上半年，全国机动
车消费水平继续保持高位，驾驶人数量仍呈高
速增长态势。截至 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达3.19亿辆，2018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达 1636 万辆，高于去年同期 1594 万辆的登记
量，其中汽车保有量达2.29亿辆，2018年上半

年新注册登记汽车达1381万辆。机动车驾驶人
数量达3.96亿人，新领证驾驶人1325万人。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激增，全国全面启用新
能源汽车专用号牌。截至 6月底，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达 199 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 162 万
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81.4%，新能源货车
24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12.1%。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陈芳、胡
喆） 记者 16 日从科技部了解到，进入 2018
年，国家高新区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
向好的势头。今年1月到5月，156个国家高新
区共实现营业收入 12.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13％；净利润 7265 亿元，同比增长 8.78％；

新注册企业数13.6万家，同比增长25.3％。
据悉，截至2017年底，国家高新区企业共

设立境外研发机构 994 家。中关村在硅谷、以
色列，上海张江在波士顿等地均建立了创新中
心，深圳高新区规划建设10个海外科技创新中
心，目前已有4家实际挂牌运行。

156个国家高新区前五月营收12.35万亿元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19亿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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