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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10月10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研究提高我
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和川藏铁路规划建设问题。习近平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关系国计
民生，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社
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规划建设川藏铁路，对国家长
治久安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
定把这件大事办成办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
会副主任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应急管理部、自然资

源部、水利部、科技部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汇报。
会议指出，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自然灾害防
治，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
优势，防灾减灾救灾成效举世公认。同时，我国自然灾
害防治能力总体还比较弱，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是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
家安全的大事，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必
须抓紧抓实。

会议强调，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要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救灾

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强化综合减灾、统筹抵御各种自然
灾害。要坚持党的领导，形成各方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
自然灾害防治格局；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坚持生态优先，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
系；坚持预防为主，努力把自然灾害风险和损失降至最低；
坚持改革创新，推进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
化；坚持国际合作，协力推动自然灾害防治。

会议指出，要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建设若干重
点工程。要实施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掌握风
险隐患底数；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修复工程，恢复森
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实施海
岸带保护修复工程，建设生态海堤，提升抵御台风、风暴潮
等海洋灾害能力；实施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提高
抗震防灾能力；实施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完善防洪抗旱
工程体系；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移民搬迁工程，落

实好“十三五”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任务；实施应急救援中心
建设工程，建设若干区域性应急救援中心；实施自然灾害监
测预警信息化工程，提高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
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实施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
工程，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力度，提高我国救援队伍专业化技
术装备水平。

会议强调，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促进民族团结、
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疆稳定的需要，是促进西藏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治藏方略的重大举
措。要把握好科学规划、技术支撑、保护生态、安全可
靠的总体思路，加强统一领导，加强项目前期工作，加
强建设运营资金保障，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
神，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工程规划建设。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本报北京10月10日电
（记者赵晓霞） 国家文物局
日前发布 《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发展报告》（下称 《报
告》）。《报告》 显示， 截
至 2018 年 8 月，国家文物
局 已 评 定 公 布 20 个 省

（区、市） 36处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总面积达 61 万公
顷 ； 另 有 24 个 省 （区 、
市） 67 处考古遗址公园列
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
名单。

《报告》指出，遗址本体
保存现状显著改善。24 处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累计实
施文物保护项目 156 项，有
效维护了遗址安全，改善了
遗址所在区域环境现状。

另据 《报告》 数据显
示，2014 年至 2016 年，24
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共接
待游客累计超过 8000 万人
次，其中免费游客近 4472
万人次，公共文化服务功
能和公益性特色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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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记者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 1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从三方
面对美国所谓“重建中国”论调
进行驳斥，敦促美方端正心态、
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
责。

有记者问：最近美国领导
人多次声称，过去 20 多年，美
国对华贸易产生了巨额逆差，
送给了中国大量财富，相当于
美国“重建”了中国。中方有
何评论？

陆慷说，美国领导人的说法
把中国的发展成就归功到美国身
上，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逻辑
上也根本站不住脚。

第一，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
本上都是靠自己。中国迄今取得
的巨大发展成就，靠的是中国共
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靠的是坚定不移推进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靠的是全

体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当
然，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
而是敞开大门同各国开展互利共
赢合作。作为近 14 亿人口的大
国，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依靠别人
的施舍和恩赐。恐怕也没有哪个
国家有这个实力来“重建”中
国？！

第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
多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方在今年9月发布《关于中美
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
皮书中，已对此作了全面的阐
述，概括地说，美对华贸易逆差
是由中美两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
工格局决定的。对此美国的经济
学家早有公论。中国的对外贸易
一贯遵循市场规律，做的是公平
买卖。美国从中国买的多、向中
国卖的少，特别是在向中国出口
高附加值产品方面自我设限，自
然会出现逆差。美方就此指责中
方，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第三，中美双边贸易绝非所
谓美国送给中国财富的“单行
道”。长期以来，美国从中美经
贸合作中获得广泛、巨大的经济
利益。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等机构估算，中美贸易平均每年
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
本。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
2016 年美国企业实现在华销售
收入约 6068 亿美元，利润超过
390 亿美元。德意志银行今年 6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实
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过程中获得
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益。这
些数据和分析都说明，中美经贸
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吃亏
做买卖的事没人愿意干，更别说
长达20多年。

陆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端
正心态、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
的无端指责，正确看待中国、中
美经贸关系，多做有利于中美两
国工商界和消费者的事。

不怀好意 适得其反

美对华指责遭世界舆论驳斥
（详细报道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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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广西龙胜各族
自治县瓢里镇举办“鱼宴节”
活动，通过开展原始捕鱼手艺
表演、万尾鱼苗放流、千人浑
水摸鱼、传统百家宴等活动，
欢庆丰收。活动吸引了上万名
游客和群众前来参与体验。

图为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
县瓢里镇，人们在“鱼宴节”
上表演原始捕鱼手艺。

潘志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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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这几天，中国网上流传着一个
段子：听了特朗普在联大的演讲，
全世界都笑了；听了彭斯在华盛顿
的演讲，中国人都笑了。

彭斯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长篇
演讲之后，意犹未尽，还在其社交
媒体上摘发其演讲内容，指责中国

“干预”美国选举，声言“中国希望
美国换个总统”。美国网友一边倒地
留言说“So do we！”（我们也想换
个总统）。这样的“画风”让中国网
友感到很搞笑。

当然，中国没有意愿、没有兴
趣，也没有习惯干预美国的选举或
任何其他的内政。连美国国土安全
部部长尼尔森都表示，没有证据表
明中国试图破坏或改变 2018 年美国
中期选举的结果。一个从未停止在
台湾、涉藏、涉疆、人权等问题上
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其领导人竟
然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干涉其内
政，让人匪夷所思，难怪包括美国
在内的国际舆论大都认为这种指责
是为了转移“通俄门”的视线。

彭斯在演讲中拼凑了一大堆对中
国的指控，可谓五花八门，但纯属捕风
捉影、混淆是非。这表明，对特朗普及
其一些高官来说，事实、逻辑、信誉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迎合美国国内
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能
否激起对中国的疑虑、抵触和敌意，能
否借此换取更多的选票。似乎只要指
控中国的声音足够大，谎言重复的次
数足够多，对华挥舞拳头足够高，就能

够对美国国内有足够的煽动性。
只可惜彭斯的演讲充斥着未经

核实的指控、经不起推敲的逻辑、
站不住的“道德高地”，在中国公众
眼里成了美国政府“不靠谱”的新
证据，成了美国一直自我塑造的

“高大上”形象的反面教材。彭斯演
讲妖魔化中国没成，却成了笑柄。

然而，彭斯的演讲既可笑，又
一点儿不好笑。在中美贸易战的大
背景下，彭斯专门就对华政策发表
长篇大论，反映了美国在涉华问题
上的消极、错误动向，无疑会加剧
中美关系的紧张。国际舆论普遍担
心中美贸易战进一步扩大，双方对
立进一步升级，甚至陷入“新冷
战”。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
系，中美关系的走向攸关中美两国
的根本利益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稳
定与繁荣，容不得半点儿含糊。

彭斯在演讲中除了抹黑、妖魔化
中国之外，没有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提
出任何建设性意见。结合特朗普一
贯推崇的“交易的艺术”来看，目前美
国政府仍然迷信一味对华施压，无意
缓解中美关系的紧张，不惜在各个领
域挑事。美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如
果中国顶不住压力，想要缓解紧张，
就要对美国作出让步；如果中国顶住
压力不让步，就要承受与美国乃至世
界“脱钩”的后果。彭斯以及其他一
些美国高官一再声称，中国不要低估
特朗普的决心。

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美国

政府打错了算盘。中方不接受美方
的讹诈，彭斯们恐怕要失望了。的
确，近年来，美国对华态度发生了
转变，美国两党、政府、商界、学
界越来越呈现出要对华“强硬”的
姿态。正如彭斯所说，特朗普要对
华采取不同以往的战略和方式。在中
国持续崛起和世界多极化大趋势下，
美国对采取的“和平演变”政策破产
感到沮丧，对自身国际地位相对下降
感到焦虑。在美国，主张对华“强硬”
的声音嗓门儿比较大，但在如何“强
硬”，最终目标是什么，并没有高度的
共识。反观中国，对美态度始终不变：
从中美和世界的共同利益出发，愿意
同美国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同时坚决
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望远能知风浪小，凌空始觉海
波平”。中华民族经历了世界上的大
风大浪，中美关系也历经波折起
伏、暗流涌动。中国人深知大国成
长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走出一
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更会
充满未知的艰难。中国人更深信，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
聘研究员）

彭斯的演讲，大笑话！
■ 贾秀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