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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挑贸易战，失信于人输了世界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抛弃中

美双方共识， 美国于15日对华抛出
500亿美元征税清单。这种贸易保护
主义大棒美国近期抡向不少国家，
大有重燃贸易战火之势。 美国挑起
贸易战的行为， 失信于人， 输了世
界，这种以邻为壑的不义行为，理应
遭到全世界的联合抵制。

从3月23日美国公布对华“301”
调查结果到现在， 美国不止一次举
起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大棒。 考虑到
中美经贸关系大局及贸易战的外溢

效应，中方一直采取克制态度，但美
方无理取闹、 步步紧逼让我们充分
意识到，对付好战者，最好的办法就
是强硬反击、以战止战，将贸易战挑
起者打痛，才能让其停止无理行为。

美方发布清单后，中方6小时内
即公布反制清单，与4月初的较量相
比，中方在反制速度、力度、目标上
更快、更强、更准。由于美方行为违
反了世贸组织相关规定， 违背了中
国对外贸易法相关条款， 严重损害
了中国相关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利

益， 中方的反击既是捍卫国家和人
民利益的必然选择， 也是对美国政
府反复无常的有力回应。

为了让不合理的贸易战看似合

理化，美方找了一堆理由：美国一直
受到“不公平”待遇，中国盗窃知识产
权和强制技术转让……背后的意图
却十分明显：发展自己，遏制对方。自
身出毛病就找替罪羊， 或为达目的不
择手段，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明智之举。

美国燃起贸易战火并非只针对

中国。一旦面对真正利益，曾经的盟

友和合作伙伴随时可能变成其竞争

者。无论是退出关于气候变化的《巴
黎协定》， 还是执意退出伊朗核协
议，无论是宣布对欧盟、加拿大、墨
西哥等国钢铝产品征税， 还是拒绝
承认G7峰会联合公报，美国的逻辑
只有一个：只要符合“美国优先”战
略， 只要有利于美国在世界上的霸
权地位，可以跟任何人翻脸。

但美方应该记住： 国与国之间
的交往不同于跟企业做生意， 不是
一次性买卖， 用对付企业的办法对

付国家，最后必将落得四面楚歌，陷
于孤立。

贸易， 有人将其视作促进繁荣
和进步的营养品， 有人却以此为攻
击的武器。 在贸易保护主义阴云笼
罩下， 每个国家都可能成为美国进
攻的靶子。美发起贸易战，对全世界
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
制和全球产业链都极具破坏力，其
他国家也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贸易

保护主义的牺牲品。妥协、退让、求
和最终只会让好战者有恃无恐，得

寸进尺。 中国必须与各国一道共同
抵制， 避免让整个世界再为美国单
边主义错误行径买单， 防止让世界
贸易秩序退到丛林法则。

当今时代， 发动贸易战是一种
过时、落后、低效的行为，不符合全
球利益。各国唯有携起手来，共同抵
制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径，
粉碎其阻碍经济全球化车轮前进的

幻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才
能驱散贸易保护主义乌云， 让自由
贸易的阳光真正普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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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殷志权 戴海华 记
者 露莎） 围绕京杭大运河保护、 传承、利
用以及文化带建设的国家战略， 在扬州地
方政府的策应支持下， 省厅航道局启动了
京杭大运河施桥船闸至长江口门段航道整
治工程，实施环境综合整治。目前项目已完
成工可报告， 提交省发改委审查， 计划于
2019年开工建设。

京杭大运河此次航道整治工程起点为
施桥船闸下游引航道， 终点为六圩入江口
门，全长约5.37公里，沿线三座桥梁，分别
为施桥运河大桥、六圩大桥、京杭大运河大
桥。作为运河航道的入江口，这段航道日常
通行量大。

记者昨在现场看到，因已运行多年，目
前航道沿线大部分是老旧的浆砌块石护
岸，多数破损较严重。航道部门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段航道下游设有一座锚地，锚地长
约950m， 但由于该段航道船舶流量较大，
泊位严重不足， 部分船舶在航道中间抛锚
待泊，影响船舶航行及过闸安全。

此外，经实地调查，京杭大运河施桥船
闸至长江口门段航道五公里多的沿线有12
个码头， 其中10个码头前沿线距离航道中
心线较近， 码头作业时及待港时均占用航
道水域，影响航道通航安全。

记者了解到， 此次航道整治工程包括
航道工程、护岸工程、停泊区工程、配套工
程（桥梁工程、绿化工程、施桥3号闸下游右
岸污水管改造设计）等，可以说涵盖了整个
运河航道入江口的方方面面。

“护岸采用生态结构，建设生态驳岸，
可以说是会‘呼吸’的堤岸！”市航道部门相
关负责人介绍，生态结构运用之后，既能让
水草穿透出来又能防止水土流失， 驳岸下
留有空隙利于水草生长和鱼儿生存, 驳岸
上种植植被保护生态。

除此之外， 为解决施桥船闸下游航道
现状锚位严重不足， 影响通航安全及施桥
船闸使用效率的问题， 本次设计拟采用在
沿航道两岸增设停泊区方式， 使船舶有序
停靠待闸，优化通航条件、消除航行安全隐
患、 保障通航安全、 提高施桥船闸使用效
率，计划新建泊位数102个。

该负责人表示 ， 作为京杭大运河当
道的入江口 ，此次工程将提高区域综合
交通运输网的经济效益 、 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 ，同时 ，改善航道沿线生态环境 ，提
升沿线居民生活质量 ， 促进城市可持续
发展。

全面排查 立行立改
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督察问题整改工作

夏心■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督察问题整改过堂会上强调———

本报讯 （记者 吴涛） 昨
天，我市召开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督察问题整改过堂会。代
市长夏心旻强调，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全面排查、即知即改、立
行立改， 全力以赴抓好突出环
境问题整改工作， 确保责任落
实到位、问题整改到位、协调保
障到位。副市长丁一，市政府秘
书长尤在晶出席会议。

会上， 市有关部门和各县
(市 、区 )、功能区汇报了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督察问题整改
工作情况及重点环境问题整改
落实情况、 全市减煤和减化工
作情况、 排污口整改提升和饮
用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情况。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

夏心旻指出， 中央第四环境保
护督察组到江苏开展环保督察
“回头看”工作以来，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 迅速召开工作动
员会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
工作部署，并以问题为导向，压
实责任，全面排查整改，做好各
项督察问题、 信访环保问题整
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下
一步，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
重视、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到做
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工作的重要性， 不能有丝毫侥
幸心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
断强化 “四个意识 ”，将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下沉督察问题
整改工作做细 、做实 、做充分 、
做到位。

夏心旻强调，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扭住重点、抓紧抓实，有
力有序做好中央环保督察 “回
头看” 下沉督察问题整改的各
项工作。 要坚决落实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求， 认真
对照中央、 省环保督察反馈的
具体问题、 交办的环境信访问
题， 特别是2016年中央环保督
察组对扬州提出的环境督察问
题， 省环境监察专员办暗访发
现的问题， 省督察组通报的问
题 ，以及全市通过 “五查 ”发现
的问题，进一步全面梳理、全面
体检 ，深入排查 、逐一过堂 ，明
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等， 确保及时整改
到位。要聚焦工作重点，着力做

好固废处理、排污口整改提升、
化工企业整治、 饮用水源地环
境整治、危废处理等工作，拿出
切实可行措施，高标准、严要求
完成整改。各地、各有关部门主
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 要亲
自研究部署、亲赴现场督导；要
摸清底数， 对存在的问题和隐
患要进行再排查、再过细、再过
堂 ，举一反三 、深查严改 ；要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深入现场，认
真履行环境保护职责； 对发现
的问题要尽快查清查实， 第一
时间组织力量集中整改； 对发
现的问题要立即处理， 第一时
间启动问责程序， 强化跟踪问
效、追责问效，及时处理到位。

夏心旻要求， 各地各部门

要紧急行动、马上就办，立即传
达本次会议精神，思想再统一，
责任再明确， 抓紧时间对各类
问题再次现场督察， 做实整改
工作。 对督察组发现或提出的
问题 ，不讲困难 、不讲理由 ，端
正态度， 不折不扣按照要求整
改到位， 确保高质高效完成问
题整改。 要严格按照中央有关
要求， 做好督察组的各项保障
工作， 市协调联络组各成员单
位、 各工作组要严格按照工作
制度要求， 各司其职、 协同配
合，高效务实开展工作，确保各
项任务落实到位。各地、各有关
部门对督察组反馈、 交办的问
题要即收即处，确保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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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不用开有房和无房证明了
统一由教育部门从不动产登记机构获取

两部门发布公告，新学期起扬州主城区学生———

本报讯 （记者 聂超） 日前，
市国土资源局与市教育局联合
发布公告， 主城区学生入学用的
有房和无房证明不用开了， 新学
期报名家长不用为此多跑腿了。

据了解，为落实中央、省、市

“放管服 ”改革精神 ，使广大群
众“少跑腿、办成事”，市教育局
与市国土资源局商定， 即日起
子女入学的有房和无房证明 ，
不再需要广大市民到不动产登
记机构查询开具， （下转2版）

仪征：推进突出环境问题整改
治理马桥黑臭水沟、关停无证养牛场获群众点赞

本报记者 乔国军

“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
问题以及群众举报反映的问
题， 逐条逐项深入现场核查落
实，逐级建立整改验收台账，立
行立改、动真碰硬一抓到底，务
求实效 。”昨天上午 ，仪征市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借环保督
察契机，打响污染治理攻坚战，
解决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补齐
生态环保短板， 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

一抓到底 “黑臭”水
体迎新生

谈到仪征马桥排水沟 ，真
州镇长江村附近的村民们有说
不完的抱怨。“家家户户连窗户
都不敢开。”村民范德富告诉记

者 ，过去 ，每到春夏季节 ，都闻
到阵阵恶臭味， 给居民生活带
来很大的困扰。

仪 征 水 利 部 门 接 到 市
“263” 黑臭水体整治行动任务
安排后， 迅速实施马桥排水沟
截污整治工程， 并以求实效办

实事的方式一抓到底。 仪征市
水利局表示， 在真州镇政府等
有关部门协助下， 马桥排水沟
截污整治工程于2017年8月10
日正式开工 ，2017年12月20日
完工 。 该工程总投资约870万
元，北起仪城河以南，南至长江

出水口，全长1.5公里。
为恢复“一水护城将绿绕”

的自然风光， 同时解决马桥排
水沟黑臭水体扰民等民生诉
求， 仪征水利部门首先是通过
河道清淤、新建驳岸，共整治河
道1.5公里，新建驳岸（采用生态
护坡）1.5公里；其次 ，通过截污
分流， 新建截污管道870米、污
水提升泵站3座将周边居民生
活污水截流至城市污水管网 ；
最后新建活水泵站1座，保持马
桥排水沟水体流动，（下转2版）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穆斯林群众欢度开斋节
张宝娟等看望慰问致以节日祝福

本报讯 （记者 张孔生） 昨
天是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
节日———“开斋节”。昨天上午，
市区一些少数民族同胞相聚在
仙鹤寺，共同参加升国旗仪式。
宝应 、高邮 、仪征 、江都 、邗江 、
广陵等地数千名穆斯林同胞前
往各地清真寺参加会礼， 欢度
节庆。当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
委统战部部长张宝娟，副市长丁
一，市政协副主席董玉海等市领

导赴仙鹤寺看望慰问穆斯林群
众，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

在仙鹤寺，张宝娟与穆斯林
群众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
生产、生活情况，向穆斯林群众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
愿。 她希望广大穆斯林群众积
极融入、支持和参与扬州的经济
社会建设，努力为建设“强富美
高” 新扬州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汶河街道树人苑社区邀请外国留学生走进社区，开展以“粽香话端午，再叙
异国情”为主题的中国端午节传统民俗活动。通过包粽子、戴蛋篓、佩香囊等端
午民俗活动，让外国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庄文斌 刘玲 摄

我市文苑社区、余林社区等近日举办“学国学传家风 浓情端午忆传统”亲子
活动，通过学国学礼仪、诵经典诗文、缠五彩绳等寓教于乐形式，引导孩子和居民
了解端午传统节日，学习国学礼仪，增强居民归属感。 姚斌 国祥 董鑫 摄

小学生学传统文化 洋学生习端午民俗

端午小长假首日现客流高峰———

公铁送客3.1万人次
市食药监局公布粽子抽检结果———

41批粽子合格率100%
详见2版 详见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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