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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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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耿爽8月26日
在谈到美方最新加征关税措施时
指出， 中方根本不吃威胁恫吓这
一套， 如果美方将有关措施付诸
实施， 中方将坚决维护自身正当
合法权益。

8月24日，美方宣布将提高对
约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
征关税的税率。 耿爽在例行记者

会上就此回答提问时说， 中国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已就美方最新加征关
税措施作出了回应。 美方此举严重
违背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 践踏
多边贸易规则，损害中美两国利益，
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拖累
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 完全是
损人害己，丝毫不具建设性。

“中方对美方这种赤裸裸的贸

易霸凌行径和极限施压做法表示坚
决反对、决不接受。”耿爽说，“我要
再次提醒美方， 中方根本不吃威胁
恫吓这一套。”

耿爽表示，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
不要误判形势，立即停止错误做法。
“如果美方将有关关税措施付诸实
施，中方必将继续坚决采取措施，维
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据新华社

8月25日上午，家住长沙市雨
花区英郡年华小区14栋的业主何
先生向三湘都市报反映， 小区内
张贴了一张公告， 称小区内的基
站将会被拆除， 而拆除后整个小
区居民上网和通讯将陷入瘫痪。
“安装应该得到我们同意，我们坚
决反对基站加装在我们楼上。”何
先生介绍， 为了这事业主和物业
争得不可开交， 如今已经影响到
运营商要把我们“屏蔽”了。（详见
本报8月26日A03版）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8月初，
英郡年华小区14栋的楼顶上突然
开始建起一些白色的箱体， 业主
们后来才知道是基站， 而由于事

先并没被告知， 他们根本不知道
基站建在了楼顶上， 随着越来越
多业主的抗议，中国移动、中国电
信、 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和铁塔
公司将在近期拆除覆盖小区的通
信基站， 拆除后小区及附近的手
机通讯服务将受到严重影响。同
时， 运营商们还将不再对小区的
通信设施建设列支投资计划（包
括后续5G信号提供）， 不再受理
小区的网络信号投诉。

三大运营商颇有“负气而去”
之意， 而英郡年华小区的业主与
物业之间也因为装基站一事争得
不可开交，至今没有定论。业主极
力反对， 基站十有八九是装不成

的。其实在此事上，运营商们至少
有两点做得不到位。首先，未经业
主允许而在居民楼上装基站，侵
犯了业主的知情权。 无论出于什
么理由，没有前期的充分沟通，未
经过业委会等能代表业主意见的
团体或组织的同意， 既缺乏对业
主最起码的尊重，也是侵权体现。
其次，当业主们提出反对意见时，
运营商们并没有试图努力做好相
关科普工作， 以打消业主们的顾
虑，取得谅解或达成同意，而是强
势地贴出“断网”通知，将双方矛
盾进一步激化。

两边吵成这样，关键问题还是
在“知识盲区”和“处理方式”这两

点上。生活中不少人对“辐射”有着
极大的误解，将一切带辐射的设备
都视为洪水猛兽，而通信基站显然
就是其中的一个“背锅侠”，但事实
上， 通信基站所发出来的电磁辐
射，并不会危害人类健康。目前也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在标准之下,
手机、基站等非电离的电磁波辐射
对人体有害。或许正是因为害怕人
们因为这一知识盲区而影响和阻
挠基站安装，于是运营商们采取了
“悄悄进村”的模式，忽略了事先的
意见征求，造成了“处理方式”上的
不妥当。

通信基站作为住宅小区同步
规划、同步建设的公用基础设施，

其建设和拆除都应在运营商与业主
达成意见一致的基础上进行。而要做
到这一点， 事先的科学知识普及、良
好的沟通必不可少， 国内类似的矛
盾， 起因基本都是因为“信息不对
称”，民众对相关知识不了解，而运营
商们又没有注重公开信息，加大宣传
力度，及时消除居民疑虑，所以最后
导致双方剑拔弩张，一地鸡毛。

不管是因知识盲区而杯弓蛇影
的业主， 还是负气而去的傲娇运营
商， 都应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沟通，
消除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误解，取得
和解， 让小区的基站建设正常进行，
以免影响正常生活。

■本报评论员 张英

通信基站，岂能负气一拆了之？

新形势下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会议指出， 当前我国区
域发展形势是好的， 同时经
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
深刻变化， 中心城市和城市
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
主要空间形式。 新形势下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 要按照客
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
策体系， 发挥各地区比较优
势， 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
和高效集聚， 增强创新发展
动力， 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系统， 增强中心城市
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
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
面的功能。要保障民生底线，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会议强调， 要形成全国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
要素市场， 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健全市
场一体化发展机制， 深化区
域合作机制。 要在省级统筹
基础上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进度，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
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要
改革土地管理制度， 增强土地
管理灵活性， 使优势地区有更
大发展空间。 要完善能源消费
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全面建
立生态补偿制度， 健全区际利
益补偿机制和纵向生态补偿机
制。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对重点生态功能区、 农产品主
产区、 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
支付。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
产业链水平

会议指出， 我国制造业规
模居全球首位， 是全世界唯一
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要
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
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
势， 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
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
标，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以
政策协同为保障， 坚持应用牵
引、问题导向，坚持政府引导和
市场机制相结合， 坚持独立自
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 打好产
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
的攻坚战。 ■据新华社

外交部回应美方加征关税:

中方根本不吃威胁恫吓这一套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
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8月26日下午主持召开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研究推动形成优势互
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问题、提升产业基础
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
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
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充分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
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
坚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
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
员韩正出席会议。

8月26日， 大型原创话剧
《县委书记廖俊波》在浏阳市欧
阳予倩大剧院上演。

该剧根据全国优秀县委书
记廖俊波同志生前先进事迹创
作而成。 廖俊波生前系福建省
南平市副市长、 武夷新区党工
委书记，曾任政和县委书记。他
甘为“樵夫”，带领当地干部群
众扑下身子、苦干实干，创造了
一个个奇迹。2017年3月18
日， 他在赶赴会议的途中遭遇
车祸，因公殉职，年仅48岁。
记者 龙文泱 辜鹏博 摄影报道

《县委书记廖俊波》
在浏阳上演

香港警方8月26日表示， 在日
前发生的激进示威活动中拘捕了
86人，他们涉嫌非法集结、公众地
方行为不检、袭警、阻碍警务人员执
行职务，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等。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察公
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26日在
警方记者会上表示，警方于8月24
日和8月25日在东九龙和新界荃湾
的公众活动及暴力事件当中，共拘
捕86人，年龄在12岁至52岁，其中

4人被起诉，并已于法院提堂。
江永祥表示，在上述事件当中，

共有21名警员受伤， 其中部分人被
砖头击中受伤， 还有一名警车车长
被削尖的物体插伤背部， 导致大量
出血。 另外，6名曾经举枪示警的警
员， 其中一人及其家人的资料和相
片被恶意放在网上， 使警员除了身
体受伤，心理上也受到极大压力。

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
在记者会上描述警员被袭击的过程

时说，8月25日晚在荃湾沙咀道有大
批暴徒以长铁枝、 长竹枝和路牌等
疯狂攻击警员。

他表示，在混乱期间，有警员跌
倒后仍被暴徒追打， 眼见有同事生
命受到重大威胁， 其他警员在多次
警告无效下， 一名警员向天开了一
枪， 警告暴徒切勿再伤害受伤的警
员。谢振中表示，该名警员在事件中
表现英勇和克制， 其武力使用是必
须和合理的。 ■据新华社

香港警方在激进示威活动中再拘捕8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