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记者 阳建 姜琳）全
国人大代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周
清和3日透露，我国“2.0版”快速磁浮列车正处在紧
张的试制组装阶段，计划今年年中下线。这将是我
国自主研发的最快时速磁浮列车。

周清和告诉记者，相比此前为长沙磁浮快线研
制的我国首列中低速磁浮列车，“2.0版” 快速磁浮
列车更快、更轻、载客量更大。通过提升直线牵引电
机等关键部件性能，列车速度从以往的每小时100
公里提高到160公里。

我国自主研发最快
磁浮列车年中将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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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
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加强党
的统一领导。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的改革原则， 作出了完善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的制度的重大部署， 提出了统
一思想、统一行动、锐意改革，确保完成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各项任务的明确要
求， 就是为了加强党对机构改革的统一领
导， 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个系统工
程抓好抓紧抓实， 把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和全过程。

加强党对机构改革的统一领导， 可以
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和把握。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是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党是最高

政治领导力量，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坚强领导核心。 历史和实践表明， 党的
领导 ，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 ，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
势，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
根本保证。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首先
就要坚持好党的全面领导这个原则， 在改
革各方面和全过程中贯穿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提
高党把方向、 谋大局、 定政策、 促改革的
能力和定力。

加强党对各领域各方面工作领导，是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 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 必须体现在机构改革的制
度安排上。实践中，一些领域党的机构设置
和职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 保障党的全
面领导、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有
待完善。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 ，
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
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 统筹设置党
政机构， 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这些重大部署，就是着眼于完
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 优化党的组
织机构，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确保党的领
导更加坚强有力。

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是确保各项
改革任务贯彻落实的根本保证。 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更是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 要确保
各项改革任务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就必须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就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增强改革的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党政军群各方
面机构改革配合，使各项改革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形成总体效应。各地区各部门要坚
决落实党中央确定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责任担当，
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履行对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的领导责任。 这样才能形成推进
改革落实的强大合力。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 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 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努力形成更加成熟 、
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
党就一定能更好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 、
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
梦想， 创造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 无
愧于历史的不朽业绩。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载3月4日《人
民日报》）

新华社记者 桂涛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日发表演讲说，英国
希望与欧盟达成一份“最深最广”的“脱欧”贸
易协议。分析人士指出，“脱欧”协议最终取决
于英欧双方意愿，而非英国的“一厢情愿”。英
国欲实现“良好愿景”，面临巨大的内外阻力。

贸易壁垒难克
目前，英国与欧盟“脱欧”第一阶段谈

判已结束。 第二阶段议题聚焦“后脱欧时
代”英欧经贸关系。

梅当日在伦敦金融城发表演讲， 提出
了英国在后续“脱欧”谈判中的五个指导原
则，即协议必须代表“脱欧”公投结果、必须
持久、必须保护人们的工作机会和安全、必
须与英国成为现代开放国家的愿景一致、
必须强化英国作为联合王国的团结统一。

英国舆论普遍注意到， 梅在演讲中提
到，英国希望与欧盟达成“比全球任何一个
自由贸易协定都更深更广”的协议。欧盟是
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英欧贸易额约占英
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

但分析人士指出，若英国政府仍坚持此

前有关退出欧盟关税同盟与欧洲共同市场的
“硬脱欧”承诺，梅提出的贸易协议愿景能否
实现将被打上大大的问号。 欧盟委员会英国

“脱欧”谈判首席代表米歇尔·巴尼耶2月初曾
警告， 英国如果离开欧盟关税同盟和单一市
场，将面临“不可避免”的贸易壁垒。

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贸易关系之紧
密， 可以从一款普通德系品牌车的制造过程
窥见。首先，这台车的发动机曲轴要在法国的
上马恩省铸造出来， 然后它将被运送到汽车
公司在英国汉姆斯霍尔的发动机工厂钻孔、
塑形。 接着它要被运到奥地利著名的金属加
工中心斯太尔， 在工厂流水线上被安装进引
擎，然后再送到英国牛津郡装入车身。在这一
过程中，货物至少三次穿越英吉利海峡。

分析人士指出， 英欧繁密的贸易往来将
因为英国选择“硬脱欧”受到挑战。一旦英欧之
间无法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货物每跨越一次英
吉利海峡都将面临繁琐的核查和征税过程。

边界问题棘手
第二阶段“脱欧”谈判中，另一难点是

北爱尔兰与爱尔兰边界安排问题。
爱尔兰是欧盟国家， 接壤英国领土北

爱尔兰。 目前英国北爱地区与爱尔兰之间
人员与货物均可自由流动。 而一旦英国正
式“脱欧”，英国与爱尔兰的边界将变为欧
盟与非欧盟国家的边界。

英国政府去年公布的一系列“脱欧”立
场文件中强调，“脱欧” 后将努力确保这一
边界“无缝对接”，建议不在陆上及海上边
界设海关等实体设施， 在人员自由通行方
面也维持现状。 这意味着英方不希望目前
的这条“软”边界变“硬”。

但分析人士指出， 英国政府若继续保
持与爱尔兰的“软”边界，英国“脱欧”后，从
欧盟其他国家进入爱尔兰的移民与货物仍
可能通过北爱尔兰自由进入英国。

此前欧盟曾公布一份英国“脱欧”协议草
案， 其中提到若英国找不到更好解决方案，北
爱尔兰仍继续遵守欧洲共同市场和欧盟关税
同盟原则。这一方案公布后，英国反应强烈。

梅在2日的演讲中特别提到，作为首相，有
职责代表联合王国的各个组成部分，“脱欧”也
必须强化英国作为联合王国的团结统一。

内部分歧持续
去年3月，梅宣告英国正式启动“脱欧”

程序。但英国内部关于“如何脱欧”及“要不
要脱欧”的讨论从未停止，各种分歧也让英
国政府在“脱欧”问题上内外交困。

在英国是否应退出欧盟关税同盟问题上，
英国政界及舆论意见不一。 支持退出者认为，
留在欧盟关税同盟意味着英国无法独立确定
与第三国的关税， 无法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反
对退出者认为，退出欧盟关税同盟将为英国与
欧洲贸易增加壁垒，冲击英国经济。

2月26日， 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杰里
米·科尔宾表示，工党支持英国通过谈判与
欧盟签订全面关税协议， 享受关税同盟给
英国经济带来的好处。 这一表态受到执政
党保守党内部分反对“硬脱欧” 的人士欢
迎。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已驳斥了科尔宾的
表态。 但科尔宾的这一表态或将再次刺激
英国是否应“硬脱欧”的讨论。

除了热议如何“脱欧”外，英国国内呼吁
不要“脱欧”声音也不断。前副首相克莱格1
日警告说，“脱欧”将让英国陷入二战以来的
最大危机。他表示，“脱欧”本身就是自相矛
盾的，“脱欧派”此前对英国选民的承诺将完
全无法兑现。

（新华社伦敦3月2日电）

加强党对机构改革的统一领导
———四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3日电 应美国政府邀请，
2月27日至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
人刘鹤访问美国。访问期间，刘鹤同美国财政部长
姆努钦、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就中美经贸合作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重要
问题举行了磋商。

刘鹤表示，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
统通过通电话、通信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为中美
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双方应当一道努力，落实好
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着力拓展经贸领域务实
合作，共同推动解决突出问题，促进中美经贸关系
朝着动态平衡方向发展，更多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刘鹤指出， 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对外开放。中美经济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
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繁荣。

刘鹤在磋商中阐述了中方在贸易平衡、 市场准
入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双方认为应采取合作的思路
而不是对抗的方式来处理两国经贸摩擦，维护两国经
贸关系健康发展。双方同意近期继续在北京就有关问
题进行沟通，为两国下一步深入合作创造条件。

刘鹤访美谈中美经贸摩擦：

保持经贸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 � � � 湖南日报3月3日讯 （记者 蔡矜宜 ）
在今天进行的2018年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
女子铅球决赛中， 中国名将、 去年伦敦世锦
赛冠军巩立姣以19米08的成绩获得季军，
为中国队拿到本届室内世锦赛的首枚奖牌。

“如果多给我一个月的训练时间， 这
个冠军肯定是我的。” 29岁的巩立姣因伤
一个半月前才恢复训练， 因为冬训时间太
短， 当天并没有找到感觉。 赛后， 她更新
微博表示“有遗憾 ， 梦想仍在路上 ” ：
“人生总是要留下一些遗憾， 这样才够完
美， 以后的路才会更加努力， 我只想说我
做到了。 从2000年训练到现在所有国际大
赛中收获的第11枚奖牌， 感谢我的团队，
感谢帮助、 支持我的所有人， 没有你们就
没有今天的自己！ 梦想依然在路上！”

女子铅球比赛共有15位选手参加， 中
国队派出巩立姣和高阳出战， 后者凭借第二
次试投取得18米77的成绩位列第四， 突破个
人最好成绩的同时， 也取得了在世界大赛中
的最好名次。 匈牙利选手马顿以今年的世界
最好成绩19米62获得冠军， 牙买加选手多德
以19米22获得亚军。

内外阻力巨大 英国“脱欧”再临挑战

巩立姣铅球摘铜
室内田径世锦赛

� � � � 湖南日报3月3日讯 （记者 周倜）2018年摔跤
亚锦赛2月27日至3月4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
什凯克举行， 中国女子摔跤队获得6金1银1铜。我
省名将周倩在3月1日的女子摔跤76公斤级决赛中
力克日本选手玲木，收获个人首个亚锦赛冠军。

2017年全运会周倩“笑傲跤场”，斩获女子摔跤
75公斤级冠军， 来自岳阳的她被看作该级别目前国
内水平最高的摔跤手。 过去几个月周倩基本没有休
息时间，始终处于训练与比赛“连轴转”状态，并在去
年12月女子摔跤世界杯中收获一枚银牌。

根据国际摔联2018年最新规则， 周倩的级别
由75公斤级调整为76公斤级。因此，征战本次亚锦
赛是周倩在新规出炉、 新年开启后的首场硬仗。决
赛中，周倩对阵日本名将玲木。几个月来的持续作
战并没有影响周倩的状态，凭借不断积累的大赛经
验，她最终以7比2轻取对手，收获个人首枚亚锦赛
金牌。“新年首战大捷， 开心之余也有新压力。”赛
后，周倩告诉记者，调整级别与规则后，体重称量时
间从之前的赛前一天改为赛前两小时，缩短运动员
恢复的时间成为眼下严峻挑战，“3月份的世界杯、4
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即将打响，希望自己能迅速调整
好状态，全力以赴。”

周倩的夺冠，也反映出“摔跤湘军”的实力。据
悉，全运会结束后，中国摔跤队进行了调整，我省
选手周倩、庞倩玉、雷纯、黄媛媛名列其中，省女子
摔跤队总教练毛利民进入国家队教练团队。 毛利
民告诉记者， 目前国家队正处于抓紧适应国际摔
跤新规则、全力备战雅加达亚运会的紧张状态，最
终亚运阵容将结合全运会、世界杯、全国锦标赛等
一系列赛事进行综合考量，“国家队有了更多的湖
南选手身影，这是个好的信号。期待湖南摔跤小花
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

湘妹子周倩
获个人首个亚洲冠军

2018年摔跤亚锦赛

蔡矜宜

3月3日晚， 大连足球时隔4年后重返
中超， 首秀却遭当头一棒，0比8惨败给上
海上港！

赛季前的大手笔引援，万达入主的大
造声势，在这个尴尬的比分面前更显出一
丝诙谐与苦涩。

作为中国足球的代表性重镇， 大连足
球有着辉煌的历史，大连万达（包括实德）曾
创造了8次夺得中国顶尖联赛冠军的伟业。
不过随着东三省整体经济的低迷， 实德退
出历史舞台后， 由阿尔滨接棒的大连足球
便开始走下坡路，并于2014赛季降入中甲。

终于， 在历经了三四年的蛰伏后，大
连足球回归中超。

本赛季启幕前，最劲爆的消息无疑是
昔日霸主万达接手大连一方，重回中超版
图。不差钱的万达更是带来了葡萄牙国脚
冯特、比利时国脚卡拉斯科以及阿根廷国
脚盖坦， 俱乐部身价一跃成为中超最贵，
高达6565万欧元。

然而一场惨败，足以说明如今的中超，

不再是“谁烧钱谁就是老大”这么简单，即
使是“昔日贵族”大连也着实上了生动的一
课。 高价引进的强援与球队磨合的时间太
短，未形成合力体系；国内优秀球员资源基
本被恒大、上港和华夏幸福垄断；作为“升
班马”，一上来就遭遇上赛季亚军……这些
都能成为大连一方输球的理由， 但却不足

以成为一场0比8的遮羞布。
大连一方路在何方？有了万达的坚实

后盾，俱乐部需要认清“暴发户”与“豪门”
的差别，未来需要做的努力还很多。目前
球队已明确本赛季目标即保级，但站稳中
超亦不容易。接下来29轮比赛，大连一方
还请珍重。

大连一方路在何方

� � � � 在3日晚进行
的2018赛季中超
首轮比赛中，奥斯
卡、武磊均完成帽
子戏法， 胡尔克、
吕文君锦上添花，
助上海上港队主
场以8比0战胜大
连一方队，这一比
分也创造了中超
联赛的最大分差
纪录。 新华社发

场外任意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