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袭
击的日本奥姆真理教原教主麻
原彰晃等7人6日被执行死刑。

1989年至1995年，这一邪
教在日本犯下监禁、杀人、恐怖
袭击等共计13起案件， 致死29
人、致伤6500多人。

警方说，将监视奥姆真理教
后续团体的动向，警惕新罪行。

日本法务大臣上川阳子6
日下令， 对奥姆真理教原教主
麻原彰晃、成员井上嘉浩、新实
智光、中川智正、早川纪代秀、
土谷正实、远藤诚一等共计7人
执行死刑。

这是奥姆真理教13名死刑
犯首批执行死刑。

■据新华社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要
求， 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目标任务， 国务院近日
发出通知， 部署开展2018年国
务院大督查。

通知明确， 这次大督查重
点督查六个方面内容。 一是打
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二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三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
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落实
国务院减税降费政策措施，推
进网络提速降费， 降低企业融
资、用电、物流成本等情况。四
是持续扩大内需， 主要包括支
持社会力量增加医疗、 养老等
服务供给，推动网购、快递健康
发展，“十三五” 规划纲要确定
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落实鼓
励民间投资政策措施等情况。

五是推进高水平开放， 主要包
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
国际产能合作， 全面复制推广
自贸试验区经验， 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等情况。 六是保障和改
善民生， 主要包括促进高校毕
业生就业， 去产能企业职工安
置，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
围，强化民生兜底保障等情况。

按照通知要求，7月初至8
月初，各地区、各部门对照督查
重点内容开展为期1个月的全
面自查。从8月下旬开始，国务院
将派出督查组，按照先地方后部
门的顺序，坚持问题导向，突出
工作重点，对31个省（区、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和30个国务院
部门、单位开展实地督查。根据
督查结果， 相应开展督查问责、
督查激励工作。 ■据新华社

记者6日从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获悉， 我国推动建立以
机构为支撑、社区为平台、居家
为基础的护理服务体系， 加快
形成覆盖急性期诊疗、 慢性期
康复、稳定期照护、终末期关怀
的护理服务格局。到2020年，注
册护士总数力争达445万。

近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护理
服务业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通过推动护理领域改
革与创新，完善相关体制机制，
促进护理服务业持续健康发
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的健康服务需求。

■据新华社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
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
清日前就当前经济金融界
关心的热点问题回答了记
者提问。

记者：最近，美国挑起
贸易战，能不能解决其贸易
逆差问题？ 最终结果会如
何？

郭树清：美国挑起的贸
易战最终难以持续。我们坚
决反对贸易战，贸易战不会
有赢家。过去40年快速发展
的全球化，导致国际产业形
态发生根本改变，世界经济
前所未有地融为一体。美国
在货物贸易中存在较大逆
差，成因有多个方面，但丝
毫不意味着美国因此而吃
亏。恰恰相反，美国贸易逆
差的形成和持续，是其经济
科技创新能力、高端服务业
竞争能力以及在国际货币
金融中特殊地位的反映。正
因如此，美国才能长期享用
来自世界各地多种多样物
美价廉的商品，以及源源不
断的低成本资金，中国在这
两个方面转移的价值量都
占极大比重。如果说现行国
际经济秩序不合理，那么处
于不利地位的也绝不是美
国。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能
够高效率低成本生产海量
产品，过去20多年里，美国、
欧洲不再受通胀折磨，而且
能够较快地从严重的金融
危机中复苏。也是由于这个
原因，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
润不断翻番。它们在中国有
庞大的商业存在，销售额数
以万亿美元计。在中国进出
口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占
比接近一半，在对美出口中
已超过一半。打击中国的贸
易和投资，很大程度上是打
击多国企业，包括众多美国

企业。挑起贸易战既是对目
标国家的发难，更是对自身
经济的损害。这场贸易战最
终难以进行下去。

记者：您怎么看待美国
打算限制中国的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

郭树清：中国总体上还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家相比，我们在科学技术
上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产业
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
然趋势。发展是每个国家的
基本权利，产业结构的不断
调整升级构成了发展进程。
限制他国经济的结构升级，
就等于不允许他国人民追
求美好生活。人类文明进步
是通过交流互鉴实现的，自
由贸易和投资有利于各国，
多边主义符合全世界人民
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要
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得到了国际
社会的热烈响应。任何一个
国家实现现代化，归根结底
要靠本国人民自己努力奋
斗， 绝不可能靠别人“恩
赐”，也不能靠所谓“强迫技
术转移”。 我们学习借鉴他
国先进经验，从来都是以互
利共赢、双方自愿为基本原
则。中外企业开展了千千万
万种合作，所涉知识产权问
题都能得到妥善解决，已签
订的商业合同必须受到相
关国家保护。中国以自我革
命精神调整工业结构，淘汰
落后产能，降低资源消耗和
环境污染，不仅将推动中国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而且
势必使世界各国都从中受
益。中国经济的进步是任何
力量都无法扭转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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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陆慷6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就美国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
加征关税回应时说， 美方这一错误做
法公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将打
击全球贸易秩序、引发全球市场动荡、
阻碍全球经济复苏。

陆慷表示，世界范围内更多跨国企
业、 中小企业和普通消费者都将被殃
及，美国的众多行业和公众也已越来越
意识到自身将深受其害。

陆慷说，事实上，美国政府近来采
取的一系列单边主义和贸易投资保护
主义措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
担忧和谴责， 也已招致不少国家的反
制和报复。

“中方始终反对单边主义行径，反
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 我们一直在尽
最大努力推动有关方面客观认识全球
化进程， 理性处理贸易关系中出现的
分歧和问题， 但这需要有关方面相向
而行。”陆慷说。

他表示，任何试图单方面施压都是
徒劳的， 任何人对此不要抱有幻想。在
中国自身正当利益受到不公平对待的
情况下，中方理所当然作出必要反击。

中国正式实施对美关税反制措施
同日，中国在世贸组织起诉美国301征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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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据商务部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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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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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大督查启动，聚焦政策落地

2020年我国注册护士力争达445万

日本奥姆真理教原教主伏法

立场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对34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发表谈话。

发言人说，美国7月6日开始对34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
违反世贸规则， 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
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 这种征税行
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 正在严重
危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 阻碍
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引发全球市场动
荡， 还将波及全球更多无辜的跨国公
司、 一般企业和普通消费者， 不但无
助、还将有损于美国企业和人民利益。

发言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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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中方再度重
申，我们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保护企业家精神，强化产权保护，
为世界各国在华企业创造良好营商环
境。 我们将持续评估有关企业所受影
响，并将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企业。

商务部：
中方承诺不打第一枪

外交部：
中方理所当然作出必要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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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中国经济的进步任何力量无法扭转

试射失败
近日，在位于日本北海道的发射场，“MOMO”2号火箭发射失败后起火燃烧。日本民

营企业星际科技公司在北海道试射了一枚独自研发的小型火箭“MOMO”2号，但升空后
当即坠毁。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