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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史
竞男）为了向国际社会全面、深入介
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英文版电子
书于7月6日在亚马逊、Overdrive、
易阅通、 掌阅四家数字交易平台上
线，面向全球发布。

2014年9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2018年1月由中共中央宣
传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修订再
版，改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
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与
2017年11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二卷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生
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 是国内外读者学习
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权威读
本。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中、 英文版电子书与纸质版图书内

容一致。 此次电子书上线覆盖全球
网络读者， 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快
速、 便捷地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
要内容， 更好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促进人类
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贡献的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中、英文版电子书上线

新华社记者 高攀 朱东阳

罔顾中美两国业界呼声和消费
者利益，美国从7月6日开始对从中国
进口的约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
这种动用过时保护主义工具、打击全
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霸凌主义做法，
不仅将损害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
球企业， 更将冲击国际贸易规则，注
定难逃失败命运。

从出发点来看， 美国对中国商品
加征关税名不正、言不顺。美方挑起对
华经贸摩擦的一大借口是美国对华贸
易逆差过大，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吃了
亏”。然而业界专家普遍认为，贸易“顺
差”与“逆差”不能用来衡量国家之间
贸易关系的“赢”与“输”，也不能代表一
国经济发展的“好”与“坏”。

中美贸易顺差是由中美双方经济
结构、国际分工所决定的，是市场自发
形成的结果， 也受到现行贸易统计规
则、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等多重因
素影响。中方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

美国政府借口贸易 “吃亏 ”对中
国商品加征关税，其实质是凭借自身
经济霸主地位和话语权，利用关税武
器胁迫贸易伙伴作出重大让步，强行
索要美国产品市场份额，谋求更多不
合理的美国利益。

从结果来看，美国对中国商品加

征关税将导致两国一些企业“双输”，
甚至全球贸易体制“多输”。滥用过时
关税工具的做法与经济全球化、国际
产业链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全球经济
已前所未有地相互融合，任何经济体
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都是 “伤敌一
千，自损八百”。

对美国企业来说，美国政府对进
口商品加征关税无异于在企业内部
“竖起一堵墙”，不仅将阻隔供应链高
效整合，还将推高产品价格 、抑制企
业投资和就业。并且，企业重建完整
全球供应链需要多年，寻求替代供应
商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很多美国
中小企业将因此面临倒闭风险。

美国政府反复强调“公平贸易”，
并非基于国际贸易规则的公平竞争，
而是基于“美国优先”的利益取舍，这
与以世贸组织为核心 、 以规则为基
础、公平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精神完
全背离，打破了国际社会数十年来苦
心经营的基本经贸规范。

面对美国政府的霸凌行径，中国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6日表示， 中方承
诺不打第一枪，但为了捍卫国家核心
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得不被迫作
出必要反击。我们将及时向世贸组织
通报相关情况， 并与世界各国一道，
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6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
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
会议上明确提出， 要建立素质培养、
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
激励的干部工作体系。 这一重要要
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干部工作
规律的深刻把握，是系统推进干部队
伍建设，全面提高干部工作质量的重
大举措。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政治路线
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落
实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培养造就
千千万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
部。十八大以来，我们贯彻新时期好
干部标准，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强化
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严把选人用
人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洁关，
改进干部推荐考察方式，坚持“凡提
四必”，坚决纠正“四唯”等取人偏向，

防止干部“带病提拔”，推进干部能上
能下，加强干部管理监督，选人用人
状况和风气明显好转，为做好新时代
干部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同时，也
要清醒看到，面对新使命新任务新要
求，一些干部的理想信念、政治担当、
干事本领、精神状态、工作作风还存
在着不足和差距， 迫切需要加以解
决。 干部健康成长涉及方方面面，干
部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善于打好
“组合拳”。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干部，建立源头培养、跟踪培
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日常
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
识人体系，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人事
相宜的选拔任用体系，管思想、管工
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
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
向激励体系，这是对党的干部工作特
别是十八大以来生动实践的科学总
结，是适应新时代要求加强干部队伍
建设的必然选择，各级党委和组织部
门要深入领会把握，切实抓好落实。

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

部，建立健全干部工作体系，既要增
强系统谋划， 又要把握工作重点。教
育培养突出政治素质，把提高政治觉
悟、政治能力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全过
程，坚持不懈加强党性教育、政德修
养、纪律建设，注重政治训练、政治历
练， 使干部始终在政治上站得稳、靠
得住、信得过。察人识人善于抓住本
质， 突出政治标准， 强化对政治忠
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
政治自律的深入考察， 多把功夫下
在平时 ，全方位 、多角度 、近距离考
察了解干部， 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
分析识别干部， 坚决把两面人挡在
门外。选拔使用坚持事业为上，事业
需要什么样的人就选什么样的人 ，
岗位缺什么样的人就配什么样的
人， 把合适的干部放到合适的岗位
上。从严管理重在日常经常，加强对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对权力
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部
门和关键岗位干部的监督，管好关键
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
键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使咬

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正向激
励强化干事导向，大力发现、表彰和
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
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对不作
为慢作为的坚决调整，旗帜鲜明地为
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要对照建
立健全干部工作体系的要求，联系选
人用人实际，查缺漏、补短板，在重点
突破中实现整体推进，在改革创新中
健全完善制度。

一流之人识一流之善。培养忠诚
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建立健全干
部工作体系，组织部门和组工干部要
不断提高知事识人、知人善任的专业
能力、专业精神。管干部用干部的干
部，要有“瞻山识璞、临川知珠”的识
人慧眼，要有“劝君参透短长理，自有
人才涌似云”的用人之道，要有“众里
寻他千百度”的爱才之心，要有“铁肩
担道义”的忠诚公道。各级组织部门
和广大组工干部都应有这样的境界、
格局、本领。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载7月7
日《人民日报》）

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三论贯彻落实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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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77 6 1 5 3 0 4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4019692.78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80 4 3 3
排列 5 18180 4 3 3 1 8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新华时评 美国贸易霸凌
与时代潮流相悖

中国反制措施
已正式实施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根据海

关总署关税征管有关负责人的表
态， 中国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
税措施已于北京时间6日12∶01开
始正式实施。

海关总署关税征管有关负责人
5日在回答媒体关于中国对美关税
反制措施实施时间时表示， 根据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2018年第5号
公告， 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
品加征关税措施将在美方的加征关
税措施生效后即行实施。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消
息，美国于当地时间7月6日00∶01
（北京时间6日12∶01）起对第一批
清单上818个类别、 价值340亿美
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
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同日对同
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
口关税。

中国在WTO
起诉美国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据商务
部消息，7月6日， 中国在世贸组织就
美国对华301调查项下正式实施的
征税措施追加起诉。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177560
0 3686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69
924

10572

8
26
321

159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5731
116371

444
318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7月6日 第2018078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4 0614 15 16 24 29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7月 6日

第 2018180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190 1040 12376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899 173 501527

7 16

� � � � 据新华社索非亚7月6日电（记者
孙奕 翟伟）当地时间7月6日上午，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索非亚总理府同
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 中保传统友谊深
厚，历久弥坚。2014年习近平主席同
访华的贵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
保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双边关
系发展指明方向。 中方愿同保方一
道， 以明年两国建交70周年为新起
点，保持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
化务实合作，加强利益交融，推动中
保关系发展再上新台阶。

李克强指出，深厚的传统友谊为
中保关系与合作不断深化奠定了坚
实的政治和民意基础。经济的互补优
势与相互需求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
了广阔空间。希望双方：

———加强两国政府部门、 立法机
关、政党、地方各层级交流，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加快发展战略对接， 加强
“一带一路”、公路铁路、基础设施、核
能、产业园区建设合作。

———扩大经贸和投资规模，推动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政府

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保投资兴
业，助力保经济发展，提升民众生活
品质，希望保方提供优惠政策和良好
营商环境。

———拓展和深化农业合作，中方
愿进口更多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保
方特色农产品，加强农产品种植和加
工、农业科技、良种培育合作，办好
16+1农业合作示范区。

———密切人文交流，传承中保友
谊，加强文化、语言、旅游等交流合
作， 支持保方在华设立文化中心，希
望保方采取更多面向中国公民的签
证便利化举措。

鲍里索夫表示，保加利亚是最早
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两国关系
长期友好，保加利亚人民敬佩中国人
民的勤劳勇敢。保方愿结合自身区位
优势及需要，借助中方在基础设施建
设上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同中方加强
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合
作。期待通过本轮中东欧-中国领导
人会晤向外界表明，“16+1合作”不
是地缘政治平台，是完全基于市场原
则进行的互利合作，有利于促进欧盟
和中东欧国家合作。

李克强同保加利亚总理举行会谈

� � � � 据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6日电
（记者 颜昊 杨舟） 据中国驻泰国宋
卡总领事馆6日通报， 根据最新搜救
进展情况，在泰国普吉岛遭遇翻船事
故的127名中国游客中，已有78人获
救，确认16人遇难。

据领馆介绍，“艾莎公主”号上的
35名中国游客全部获救；“凤凰”号
92名游客中有43人获救。 已找到的
遗体中，已确认16人身份，有12人身
份正等待确认。另有21人失联。受伤
游客已送当地医院治疗。

据泰国《民族报》等媒体报道，7月

4日至6日泰国气象厅发布气象预警，
禁止普吉海域船只出港。 泰国副总理
巴威6日下午表示，涉事船只不顾气象
厅警告擅自出海， 船长和船主应对此
事负责，并警告将采取法律行动。

据泰国《世界日报》 网站消息，
“凤凰”号负责人表示，公司将负责所
有船客的医疗费用，提出保险索赔以
补偿伤者及遇难者。

另据泰国救援部门最新消息，5
日发生在普吉岛附近海域的这两艘
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33人遇难、22
人失踪。

泰国普吉岛翻船事故
已确认16名中国游客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