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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2日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

中方立场》白皮书，旨在全面介绍中美

经贸磋商基本情况，阐明中国对中美经

贸磋商的政策立场。

这是继去年9月发布《关于中美经

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 白皮书后，

中方再度就中美经贸问题发表白皮书。

此次白皮书全文约8300字，除前言和结

束语外，共包括三部分，分别是美国挑

起对华经贸摩擦损害两国和全球利益，

美国在中美经贸磋商中出尔反尔、不讲

诚信，中国始终坚持平等、互利、诚信的

磋商立场。

白皮书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

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事关两国人

民根本利益，事关世界繁荣与稳定。

白皮书指出，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

府上任以来， 以加征关税等手段相威

胁，频频挑起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

贸摩擦。 2018年3月以来，针对美国政府

单方面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中国不得

不采取有力应对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和

人民利益。 同时，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对

话协商解决争议的基本立场，与美国开

展多轮经贸磋商，努力稳定双边经贸关

系。

白皮书指出，美国近期宣布提高对

华加征关税， 不利于解决双边经贸问

题，中国对此强烈反对，不得不作出反

应，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白皮书强调， 中国的态度是一贯

的、明确的。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对于两国

经贸分歧和摩擦，中国愿意采取合作的

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互利双赢的协

议。 但合作是有原则的，磋商是有底线

的，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决不让步。

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

时不得不打，这个态度一直没变。

中国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信息时报讯

6 月 2 日， 全省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在广州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对全省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

动员部署。 省委书记李希作动员讲话，

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杜德印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长马兴瑞主持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玉妹， 省政协主席王荣，

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出席

会议。

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深刻阐明了开展主题教

育的重大意义、 目标要求和重点措施，

为开展主题教育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深刻认识开展主题

教育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不断增强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扎扎实实组织

好开展好主题教育。

李希强调， 要准确把握目标要求，

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各项工作。 一要把

总要求贯穿主题教育始终，在守初心中

铸忠诚，在担使命中显风骨，在找差距

中补短板，在抓落实中见成效，奋力把

我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不断推向

前进。 二要牢牢把握好主题教育的目标

任务，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本任务，把自

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去，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

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

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三要抓紧抓实各

项重点措施，精准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部署安排，坚持问

题导向，深化学习教育，深入调查研究，

全面检视问题，狠抓整改落实，切实解

决好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存在的突出问

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促

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建设科技创新强

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一核一带

一区”区域发展格局、打赢三大攻坚战、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等各项工作落

实，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李希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党委

（党组） 要把主题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 加强组织领导，

认真抓好落实。 一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职

责，各级党委（党组）认真抓好本地本部

门本单位主题教育，主要领导同志切实

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 二要分类有序推

进，抓紧制定实施方案，合理安排工作

重点和进度，确保衔接紧凑、推进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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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确保取得扎实成效

李希杜德印马兴瑞李玉妹王荣王伟中等出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昨日，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

到天河区开展文化建设工作专题调研。

张硕辅现场观看“一水同舟·国际

龙舟文化艺术节” 天河区车陂端午龙

舟比赛， 参观广府龙舟文化展览馆。

他指出， 龙舟文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广州的

龙舟文化活动群众参与度高、 氛围浓

厚， 要以龙舟文化为主题， 谋划推出

一批文艺作品、 美食品牌、 手工艺品

等衍生产品， 高水平举办相关国际性

文化体育活动， 进一步提升广州城市

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车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张硕辅

认真听取天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工作汇报，现场与雪中炭手工工坊

志愿人员交流其帮助聋哑人就业自立

等情况。 他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团结带动志愿者等广大群众

广泛参与、大力支持，共同建设好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在调研中，张硕辅强调，要把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按

照中央和省委部署，扎实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确保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围绕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 推进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

处理好城市建设发展和历史文化保护

利用的关系，着力培育提升大湾区文化

中心功能。 做好龙舟、舞狮等传统文化

的发掘利用和传承弘扬工作，统筹规划

建设综合及专题博物馆，赋予传统文化

新时代内涵， 加快推进文商旅融合发

展， 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

待。 深入开展文明城市创建，紧密结合

推进城市更新九项重点，扎实推进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

障等工作，着力提高城市品质，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领导徐咏虹、潘建国参加。

张硕辅到天河区开展文化建设工作专题调研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信息时报讯

6 月 2 日， 省委常委

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主

题教育落地落实。 省委书记李希主持会

议。

会上， 省领导马兴瑞、 李玉妹、王

荣、王伟中、张硕辅、张义珍、何忠友、施

克辉、傅华、黄宁生、叶贞琴、张利明、郑

雁雄围绕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

入开展主题教育作交流发言。 大家一致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

是开展主题教育的根本指针，我们要自

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带头先学一步、学

深一层、学透一些，把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

全过程，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

动主题教育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李希强调，要聚焦根本任务，把握

“十二字”总要求，坚持“五句话”目标、

四个“贯穿始终”，以更加饱满的精神、

更加迅速的行动、更加扎实的作风投入

到主题教育中去。 一是重在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带着感

情学、带着信仰学、带着使命学、带着责

任学，全面增强“两个维护” 的思想自

觉、 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 二是重在

真抓实干、 担当作为， 以钉钉子精神

狠抓省委“1+1+9” 工作部署落实， 全

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点工作，

焕发干事创业精气神， 发扬斗争精神，

提高斗争本领，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 奋力开创广东工作新局面。 三是

重在坚守人民立场， 主动顺应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聚焦解

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

事， 加快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格局， 不断增强全省人民获得感、 幸

福感、 安全感。 四是重在始终保持清

正廉洁，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之以

恒正风肃纪，以坚如磐石的决心严惩腐

败。 五是重在领导带头，省委常委会要

切实担起政治责任， 带头投入主题教

育，示范带动全省党员干部抓好主题教

育各项工作，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推动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徐林 岳宗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李希主持会议

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