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中俄农业地方

合作远景展望圆桌会议 10 日在俄

举行， 中俄双方与会人士介绍了

彼此农产品贸易的特点， 表达了

加深农业合作的强烈愿望。

本次圆桌会议是第五届中

俄博 览会 的 重 点 商 务 活 动 之

一， 旨在探讨俄各地区农产品

出口潜力和进一步推动中俄农

业合作。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在会

议上表示， 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

域合作取得一系列新成果， 农产

品贸易持续发展是双边贸易的新

亮点之一。 2017 年中俄农产品贸

易突破 40 亿美元，双方农业合作

前景广阔。

俄罗斯农业部研究中心分析

师德米特里·科别利斯基介绍说，

目前俄对华出口的主要农产品是

蔬菜、水果和坚果，俄产蜂蜜、鱼

类、 鱼肉粉不久前也进入中国市

场。 根据俄农业部与俄出口中心

制定的 2017 年至 2024 年农产品

出口发展战略，俄方希望到 2024

年把对华农产品出口额提高到

95 亿美元。

“中国有广大市场，俄罗斯有

丰富农业资源， 双方可以优势互

补，互利双赢。 ” 俄罗斯农业集团

公司总经理马克西姆·巴索夫说。

黑龙江省省长王文涛在会上

表示，该省和俄农业合作已形成从

种植、养殖，到加工、仓储物流、批

发的全产业链发展态势，将助推中

俄农业合作向纵深发展。

车里雅宾斯克州州长鲍里

斯·杜布罗夫斯基认为，两国食品

贸易额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目前，中俄双方正在制定中

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

加尔地区农业发展规划 。 与会

人士表示， 相信规划出台将为

中俄双边农业合作带来更多利

好政策。

中俄推进农业合作

正在制定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农业

发展规划

新华社电 中国常驻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

际组织代表俞建华 10 日表示,

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的积

极变化， 证明中国的创新能力

“完全能够支持中国的高质量

发展” 。

俞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 10

日发布的 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

报告表明，中国在全球的创新排

名进一步提升， 由 2017 年的第

22 位上升到第 17 位，成为首个

也是唯一进入前 20 名的中等收

入经济体。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了 17

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的丰硕成果和可喜成就。

他说，中国有能力把握创新

的主导权、发展的主导权，过去

40 年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

在全球创新指数上的积极变化

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有

人想搞技术垄断、 挑起争端、打

压中国的发展，是绝对不会得逞

的。

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对全

球 126 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进

行了量化评估，评估指标包括知

识产权申请、 移动应用创新、教

育支出和科技出版物等 80 项。

报告显示，瑞士、荷兰和瑞典继

续位列前三， 与 2017 年相比英

国上升 1 位、排名第 4 位，美国

则从第 4 位滑落到第 6 位。

据新华社电 11 日， 在中

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

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在

中美两国执法等部门通力合作

下， 外逃美国 17 年之久的职务

犯罪嫌疑人许超凡被强制遣返

回国。

许超凡，男，中国银行广东

省开平支行原行长， 涉嫌贪污

挪用中国银行资金 4.85 亿美

元，2001 年外逃美国， 国际刑

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 经中

美执法部门合作， 许超凡于

2003 年被美方羁押，并于 2009

年在美被判处有期徒刑 25 年。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领

导下，中央追逃办统筹各方力量，

发挥外交、司法、执法、反洗钱和

反腐败等部门和广东省作用，以

锲而不舍的精神开展了长达十多

年的追逃追赃工作。 中美执法合

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将

许超凡案确定为两国重点追逃追

赃案件， 双方密切协作， 全力推

进。 在中美执法合作强大压力和

政策感召下， 许终于接受遣返安

排。截至目前，办案单位和中国银

行已从境内外追回许涉案赃款

20多亿元人民币。

许超凡被成功遣返是中美

反腐败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也

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从境

外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有逃必追、一追

到底，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

协作，持续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

的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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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

次会议 10 日举行联组会议，结合

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

报告开展专题询问。

如何解决柴油货车污染问

题？企业不公开环境信息怎么办？

如何提升环境执法司法实效？

……专题询问中， 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

表提问切中要害， 相关部门负责

人回应坦诚。

调整运输结构

治理柴油货车污染

机动车污染问题， 社会各界

高度关注。吕彩霞委员提问，执法

检查中发现， 有关部门对机动车

污染的治理、 燃油品质监管不到

位，是否考虑采用大数据、互联网

以及新技术等来创新管理制度、

手段和方法？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的回

应清晰有力： 交通运输部将开展

铁路运能提升行动、 水运系统升

级行动、公路货运治理行动、多式

联运提速行动、 信息资源整合行

动和城市绿色配送行动， 推进运

输结构调整。同时，大力淘汰老旧

车辆，推广使用清洁能源车辆，并

与相关部门建立联合监管机制，

争取多部门共同发力、 共同治理

好柴油货车污染问题。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

长毕井泉说，下一步将把油品质量

监管与市场监管统一起来，严肃查

处无证市场，及掺假使假、以低标

号冒充高标号油品等行为。《机动

车环境保护召回管理规定》 部门

规章送审稿正在按程序召开座谈

会听取各方意见，预计近期可以上

网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完善排放标准

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

保卫蓝天白云， 需要明确各

类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矫勇委

员提出， 相对我国现在的产业结

构和产业分布密度， 现行排放标

准能否满足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的要求？ 有没有进一步从严

修订的计划？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对

此坦言， 我国现行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总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但臭氧、挥发性有机物等排放

标准还有所欠缺， 企业的主体责

任没有完全落实到位， 促进污染

治理技术进步动力不足， 标准编

制需要的相关科技支撑不够。

赵英民说，环保部门将进一步

完善国家排放标准体系，计划今明

两年陆续完成制药、农药等十余个

行业 VOCs排放标准制定。 此外，

要在京津冀、长三角和汾渭平原对

重点污染物继续设定特别排放限

值，进一步严格标准。同时，要全面

落实达标排放计划，大幅度减少超

标排放违法行为。推动污染治理技

术升级改造，为进一步严格排放标

准限值奠定基础。

针对全国人大代表刘怀平提

出的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问

题，赵英民表示，企业环境信息公

开整体还比较滞后， 环保部门将

依法抓好重点排污单位的环境信

息公开， 组织各地对重点排污单

位环境信息公开情况进行抽查，

对不公开、公开不及时、不如实公

开的要依法作出处理。此外，推动

建立统一的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

息公开平台，方便公众监督。

解决环境司法瓶颈

提升执法司法实效

治理大气污染， 是全体社会

成员共同的责任和事业。 冯军委

员提问， 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

查中发现了环境司法方面的一些

短板，如何健全全民共治体系、推

动有效普法、 解决环境执法司法

实效方面的瓶颈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

回答说， 人民法院将推进环境资

源审判的专门机构和审判团队建

设，统一裁判尺度，探索环境审判

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推进环

境资源案件的跨区划管辖制度改

革，防止地方保护；制定相关司法

政策和司法解释，细化证据标准，

明确认定“严重污染” 的标准；创

新裁判方式， 比如让没有能力缴

纳罚金的人通过植树的方式“劳

务代偿” 。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

雪樵说，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

和公益诉讼立法， 完善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 要通过建立跨

行政区划的司法协作机制， 进一

步加大打击大气污染犯罪力度。

检察机关还将进一步加大专业化

建设以及人才培养力度， 提升办

理大气污染案件的能力水平。

司法部副部长刘炤表示，司

法部门将把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

“七五” 普法中期检查的重要内

容，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公开报道有关案件的处理，同时，

要广泛调动各方面法律职业者参

与普法活动， 促进相关法律知识

进课堂、进教材。 新华社电

依法防治大气污染建设美丽中国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新华社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 11 日就美方公布拟对我 2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发

表谈话。

发言人指出， 美方以加速升

级的方式公布征税清单，是完全

不可接受的，我们对此表示严正

抗议。 美方的行为正在伤害中

国，伤害全世界 ，也正在伤害其

自身，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是不

得人心的。

发言人表示， 中方对美方

的行为感到震惊 ， 为了维护国

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 ，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 ， 不得不

作出必要反制。 与此同时，我们

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共同

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

体制，共同反对贸易霸凌主义 。

与此同时 ， 我们将立即就美方

的单边主义行为向世界贸易组

织追加起诉。

商务部谈美方拟对我 2000 亿美元产品

加征关税

立即就美方的单边主义行为

向世界贸易组织追加起诉

据新华社电 泰国普吉府府

尹诺拉帕 11 日下午在游船翻沉事

故救援情况记者会上说,泰中救援

力量当天下午又发现一具遗体，初

步判定为“凤凰” 号遇难者。至此，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全部 47 名遇难

者遗体已全部找到。

诺拉帕说，当天下午泰中救援

力量在皮皮岛海域发现一具男性

遗体， 并在其身上发现人民币、晕

船药及与“凤凰” 号乘客同款救生

衣， 初步认定为遇难的中国乘客。

该遗体预计当晚运送上岸，其身份

信息还需进一步核实。

他说，截至目前，“凤凰” 号上

89名游客中，42人获救、47人死亡，

其中 43具遗体完成身份认证，被证

实为中国公民。仍有 1人遗体被“凤

凰”号船体压在海底等待打捞。

诺拉帕还表示，今后普吉府将

从船只、船长船员、乘客三个方面

加强行船安全，并在码头引入闭路

电视等监控设备和新技术，加强安

全管控。

泰国海军第三舰队副总指挥

乍龙蓬则表示， 泰中双方救援队

当天进入“凤凰” 号沉没区域进

行下潜作业， 但因天气变化影响

潜水作业安全而中止， 如明日天

气情况允许，将打捞被“凤凰” 号

船体压住的遗体。 他透露，这具遗

体为男性。

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中

国公民务必提高安全意识 ，事

先了解当地天气海况 ， 近期谨

慎前往普吉 、甲米、攀牙等安达

曼海域海岛游 ， 在每年 5 月至

10 月初季风季节 ， 切勿冒险参

与下海游泳 、 浮潜或乘船出海

等涉水项目。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

最后一名失联乘客遗体找到

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许超凡

被从美国强制遣返

今年第 8号台风 “玛莉亚” 7 月 11 日 9 时 10 分在福建连江沿海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4 级

（42米 /秒，强台风级），给福建沿海地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福建省防指于 7月 11日 10时启动防暴雨Ⅱ

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防台风Ⅰ级应急响应，并要求各地各相关成员单位密切监视风情、雨情动态，强化组织

指挥，扎实做好防御工作。 图为 7月 11日，武警战士在霞浦县牙城镇帮助填埋虾塘决口。 新华 /传真

福建：积极应对台风“玛莉亚”

中国代表———

中国的创新能力

能够支持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电 总部位于日内

瓦的世界贸易组织 11 日开始对中

国进行第七次贸易政策审议。 在

11 日和 13 日两天的审议中，中国

代表团将介绍过去两年中方的贸

易政策和发展情况，回答世贸组织

其他成员提出的问题。

率团参加此次审议的中国商

务部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

王受文在当天的审议会上介绍了

自 2016 年 7 月上次审议以来，中

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新进展、主要

改革和对外开放措施，以及积极参

与多边贸易体制、发挥负责任大国

作用的有关情况。

王受文说， 从 2001 年加入世

贸组织至 2017 年， 中国货物贸易

进口额年均增长 13.5%，是全球平

均水平的 2 倍。中国服务贸易进口

年均增长 16.7%，是世界平均水平

的 2.7 倍。 2001 年时，美资企业在

中国市场销售额只有 450 亿美元，

到 2016 年， 其中国市场销售额达

到了 6000 亿美元。 2017 年，在华

外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

到 44.8%的份额。

他引用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

查表示，2017 年欧洲企业在华经

营状况持续改善，66%的受访企业

收入超过了 2016 年，93%的欧洲

企业收入实现增长。

他说，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时，中国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

使用费只有 19 亿美元，2017 年已

达到 286 亿美元。 中国美国商会

2018 年白皮书显示， 在美国在华

投资企业最为挑战的问题中，知识

产权仅排在第 12 位， 已经不是他

们经营中遇到的主要困难。

他说，截至 2018 年 4 月，中国

在世贸组织起诉案件 17 起， 被诉

案件 41 起。对每起被诉案件，中国

尊重并认真执行裁决，作出了符合

世贸组织规则的调整，无一例被起

诉方申请报复的情况。

王受文表示，当前，多边贸易

体制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呼吁世贸

组织成员坚定捍卫最惠国待遇、国

民待遇、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

遇等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和

核心价值， 坚决反对贸易霸凌主

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同时也

强烈呼吁解决上诉机构成员补选

所面临的僵局，解决单边主义行为

对世贸组织的系统性威胁。

据悉，截至目前，此次审议共

有 42 个成员向中国提出了 1963

个书面问题， 中方对其中 6 月 28

日时限前提交的 1627 个问题已经

予以全部答复，其余问题也将按规

则在会后一个月内完成答复。来自

中国 14 个部门的 30 多位官员以

及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张向晨

出席了 11 日的首次审议。

世贸组织对中国进行

第七次贸易政策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