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2016年3月1日 星期二要 闻 2019年6月19日 星期三
责编：陈劲松 张一琪 邮箱：dieryw@sina.com责编：陈劲松 张一琪 邮箱：dieryw@sina.com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6 月 18 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 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
并 讲 话 ， 强 调 要 坚 持 思 想 建 党 、 理 论 强
党，以 《纲要》 印发出版为契机，把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切实把干部群众的

思想武装起来、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
下去。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是 全 党 全 国 人 民 的 思 想 之
旗、精神之魂，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邃的历
史洞察、强烈的责任担当深刻揭示了强党
之路、强国之路、复兴之路。要提高政治

站 位 ， 抓 住本质 精 髓 ，
力求融会贯通，深刻理
解 这 一 思 想 的 基 本 精
神、基本内容、基本要
求，深刻把握这一思想
的科学体系和原创性贡
献，深刻领会贯穿其中
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
和工作方法，不断夯实
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
黄坤明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

命感学思想用思想，把学习 《纲要》 与读原
著学原文结合起来，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与投身新的伟大斗
争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的能力。

黄坤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上强调

高扬思想旗帜 鲜明根本指针 把干部群众
思想武装起来、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下去

本报北京6月18日电（记者丁怡婷、
张璁、刘志强、叶紫） 6月17日晚22时55
分，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发生 6.0 级地
震。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 18 日
17 时，四川长宁地震共造成 13 人死亡，
199人受伤，紧急转移安置8867人，77户
84 间房屋倒塌，31 户 71 间房屋严重损
坏，11819户13851间房屋一般损坏，宜宾
市 12 个县 （区） 14.5 万人受灾。截至 18
日16时，经消防指战员全力搜救，共救出
被埋、被困群众20人，疏散群众731人。

中央救灾物资成都储备库向灾区调拨
的 5000 顶帐篷、1 万张折叠床、2 万床棉
被已陆续运抵，截至 18 日 17 时，超过九
成抵达灾区。

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现
场情况，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派出救灾
工作组赶赴震区，指导救援救灾和灾情调
查评估工作。

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 10 个支队
116 辆消防车 526 人赶赴震区，四川森林
消防队伍派出 17 车 154 人携各类装备 703
件 （套） 赶赴震区，震区附近的12支国家
矿山应急救援队派出 172人赶赴震区开展
人员搜救和救灾工作。目前，四川消防救
援队伍、森林消防队伍以及当地国家矿山
救援队配合当地政府已完成了搜救排查阶

段任务，正在开展物资发放、灾民安置和
消防安全宣传等工作。中国地震局派出80
人赶赴灾区开展震情监视、烈度调查、损
失评估等工作。应急管理部协调自然资源
部、水利部等有关方面对震区周边风险隐
患点作了初步排查，严防发生次生事故。

地震发生后，公安部交管局迅速视频
调度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指导当地公
安交管部门组织力量查看道路情况，加强
交通组织和管控，并对通往灾区的主干公
路、灾区周边道路和地震中心地区交通状
况进行了视频巡查。目前，进入灾区主干
公路全部畅通，受山体塌方影响的 309省
道已经打通，交通恢复正常。

截至目前，四川省公安交管部门共投
入警力2200余人、警车500余辆次，全力
投入震区交通应急管理工作，排查出路面
裂缝、沉降、桥梁错位及道路塌方等安全
隐患50余处。通过近端管控、远端分流等
措施，重点保障主要救灾通道畅通，减少
非必要车辆进入抢险救援区。

长宁县发生 6.0 级地震后，交通运输
部迅速作出部署，并与四川交通运输部门
多次视频连线，了解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受
损和公路抢通保通情况，研判交通运输抗
震救灾形势，要求全力做好抢险救援、保
通保畅等工作。

截至 18 日 16 时，四川交通运输部门
已派出抢险队伍24支、共计191人次，排
查高速公路1288公里，国省干线630余公
里，检查桥梁187座、隧道44座，投入机
具 58 台套，储备应急运力 50 辆；开辟救
灾绿色通道，保障救灾物资、车辆、伤员
转移畅通；及时发布道路信息、绕行线
路，引导人员有序疏散；加大桥梁、隧
道、涵洞等关键节点的巡查摸排力度，抓
紧对两座受损大桥等重要结构物开展技术
检测，明确下一步工程处置措施，尽快恢
复桥梁正常通行能力；统筹后备救援力
量，及时抢通余震导致新的公路阻断；安
排震区在建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排查，统计
在建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等损毁情
况，保障建设工程安全；落实科学救援措
施，确保救灾力量和设备安全，避免次生
灾害发生。

据中国红十字会和四川省红十字会消
息，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立即
联系协调四川省红十字会，了解灾情及需
求，安排部署救灾工作，并根据灾情启动
三级应急响应，从成都备灾中心调拨救灾
帐篷150顶、救灾家庭包2000个、救灾棉
被 2000 床、冲锋衣 1000 件用于灾区救
助，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
情、评估需求。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记者侯
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8 日表示，
今年是中朝建交 70 周年，双方将根据
共识办好建交 70 周年各项活动，为新
时代中朝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
明 17 日在北京宣布：应朝鲜劳动党委
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
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
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将于 6 月 20 日至 21 日对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陆慷 18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
者提问时说，中朝是友好近邻，两国
长期保持交往合作。两党两国历代领
导人密切交往，这是中朝关系的传

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委员长一
年来四次会晤，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
时代。得益于两国山水相连的地缘优
势、良好的政治关系、民间友好基础
和经济互补性，中朝经贸合作有着扎
实的根基和光明的前景，双方对进一
步加强合作都持积极态度。人文交流
是中朝关系的重要纽带，两国人民间
天然有着深厚的友好感情。“我们愿同
朝方一道，继续发扬中朝友好传统，
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发展。”

陆慷说，今年是中朝建交 70 周年，
两国已商定举行庆祝纪念活动。“双方
将根据共识办好建交70周年各项活动，
共同回顾历史，传承友好，规划未来，为
新时代中朝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记者
侯晓晨） 针对近日美国国内反对加征
关税，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8 日表示，
中美经贸分歧是可以通过协商妥善解
决的，前提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
互利的基础之上，任何背离这一原则
的做法，都是没有出路的。

在 当 日 例 行 记 者 会 上 ， 有 记 者
问：据报道，17 日，美国就拟对 3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举行听证
会。包括美服装鞋袜业联合会、高
通、英特尔等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
美行业协会和企业反对加征关税，认
为这会令美企、消费者和工薪家庭受
到冲击。相关协会和企业反映，服
装、电子产品和其他消费品很难从中
国以外的地方进口，替代性进口将推

高成本；由于技术和基础设施不足，
数年内无法将生产从中国迁至越南等
国；将生产迁出中国将导致成本上升。
美“全球贸易伙伴”咨询公司估测，美实
施上述关税计划将导致逾200万美就业
岗位流失。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我注意到，在美国举行
这个听证会的同时，美国国内反对加
征关税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他说，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近日
也公开承认，美国新加征的关税会让
美国自己的企业和消费者埋单。另
外，根据高盛公司近期发布的报告，
美国政府去年对中国商品征税的成本
完全转嫁到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身
上，并且对美国物价的影响大于美方
自己的预期。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朝将根据共识办好建交70周年各项活动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朝将根据共识办好建交70周年各项活动

外交部谈中美经贸摩擦

背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的做法没有出路

本报北京6月18日电（记者严冰） 记
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快推动中国铁路总
公司股份制改造的决策部署，经国务院批
准同意，中国铁路总公司改制成立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日在北京挂牌。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有关部门
负责人表示，国铁企业实施公司制改革，
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
快推动中国铁路总公司股份制改造的重要
决策；是铁路系统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推进法治化市场化经营的重大举措。

本报北京6月 18日电 （记者陈劲松）
为期 4天的武警部队“长城-2019”反恐国
际论坛 18 日在武警特警学院拉开帷幕。来
自中国、法国、以色列、巴基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等 31 个国家同类任务部队 240 余
名代表参加开幕式。

此次论坛旨在与各国同行共筑合作平
台，共享交流成果，共同提升有效应对处
置恐怖事件能力，维护各自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武警部队副司令员秦天中将在致
辞中表示。

“我们将以开放的态度、务实的行动，
与各国同行共同打造‘长城’论坛这一国
际合作平台，希望出席此次论坛的同行们
可以共享彼此经验做法，广交流、集众
智、聚合力，有效提升各自部队履行使命

能力、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秦天说。
巴基斯坦陆军特种作战学校校长卡西

夫表示，“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是一个独
特、令人惊叹的平台，连接了世界各国反
恐力量多元的想法，首次来华的他非常期
待在论坛与各国同行切磋交流，相互受益。

继 2016 年、2018 年成功举办以“城市
反恐”“山地反恐”为主题的长城论坛后，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今年聚焦“特种狙
击”主题举办第三届长城论坛。论坛本着
共促反恐国际合作、共研反恐战法手段、
共享理论实践成果的主旨，以“特种狙
击”主题，组织5场专题研讨，穿插进行狙
击技能演示、狙击装备展示和反恐训练场
地设施参观等活动。此次论坛是参与国家
和人数最多的一次论坛。

武警部队“长城-2019”反恐国际论坛开幕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挂牌

本报北京6月18日电（记者贺勇） 6月
18 日，首列从河北邯郸 （广平） 发至北京
的满载 1500 吨优质面粉的列车运抵北京三
家店城市绿色物流基地，至此，“公转铁”
进京专列开通一年来数量达到68列，运量总
计约 20.1 万吨，相当于减少一年进京货车
6700 辆，为构建绿色物流体系、缓解城市交
通拥堵、打赢蓝天保卫战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主动承接社
会物流“公转铁”运输，大幅增加铁路运
量，千方百计降低社会物流成本，努力打
赢蓝天保卫战，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
闪烁。下一步，铁路部门将继续完善京津
冀地区“绿色运输”物流体系，降低社会
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
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6月 18日，“齐鲁号”欧亚班列 （福山-河内） 从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的山东济铁烟台物流园驶出，驶向终点站越南河内。本列
“齐鲁号”欧亚班列 （福山-河内） 编组41辆，装载着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等货物，将从广西凭祥口岸出境，预计到达河内用时不超过10
天。图为班列即将驶出烟台物流园。 初 阳摄 （新华社发）

烟台福山-越南河内班列开行

图为6月18日，四川武警总医院军医在地震灾区一线开展
医疗救治。 李华时 薛 栋摄 （人民视觉）

广东省珠海
市金湾区残障人
士俱乐部由北京
师范大学—香港
浸会大学联合国
际 学 院 承 接 运
营，主要为外地
务工残疾人及金
湾区三灶社区周
边残疾人提供文
化、体育、康复治
疗、心理疏导等
服务，受到残疾
人的青睐。图为
残疾人在志愿者
指导下做手工。

本报记者
陈劲松摄

“公转铁”进京专列运量超20万吨“公转铁”进京专列运量超20万吨
图为 6 月 18 日，救援人员在长宁县双河镇葡萄村八组一

倒塌民房实施救援。 庄歌尔摄 （人民视觉）

残障人士俱乐部受青睐

长宁6级地震 四面八方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