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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 25 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贸易保护主义这
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扣不到中
国的头上，中国将张开双臂
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高
速列车，也将坚定捍卫自身
的合法权益。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
政府官员近日称，中国在提倡
自由贸易方面说得很好，在高
度保护主义行为方面则做得
更好。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华春莹表示，贸易保护主
义这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扣不

到中国的头上。“当今世界，谁
在推行保护主义，谁对国际规
则合则用、不合则弃，谁片面
强调本国利益优先并采取以
邻为壑的政策，我想世界人民
的眼睛是雪亮的。”她说。

华春莹说，中国领导人多
次郑重声明，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开
着门，世界能够进入中国，中
国也才能走向世界。“相信大
家都已经注意到，去年底，中
国在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市场
准入等方面采取了实实在在
的行动。”

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曹建明在日前召开的全国
检察长会议上强调，各级检察机
关要积极投入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既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形
成压倒性态势，又坚决铲除黑恶
势力滋生土壤，形成长效机制和

常态化成果。
曹建明还指出，各级检察

机关要深入开展反分裂反渗透
反恐怖反邪教反间谍斗争，严
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
覆破坏、暴力恐怖等活动，坚决
捍卫国家政治安全。要坚持以

人民安全为宗旨，持续开展缉
枪治爆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
盗抢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以及
非法传销、拐卖等犯罪，依法保
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
权，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
居乐业。

新华社电 为深化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中央宣传部
理论局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学
者撰写了2018年通俗理论读物《新
时代面对面》。目前该书已由学习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该书是“理论热点面对面”系
列的最新读本，集中回答干部群
众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过
程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记者
了解到，去年 10月底党的十九大
胜利闭幕后，中宣部理论局就组
织力量开展深入调研，梳理出如
何理解党的十九大的鲜明主题、
如何认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如何看
待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

和历史性变革、如何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使命、如何把握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如
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如何健
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如何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如
何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如
何建设美丽中国、如何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等 13个重
大问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和
专家学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深
入研讨，集中起草修改，广泛征求
意见，在凝聚各方面智慧的基础
上完成了书稿。

该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
联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动实践，紧密联系干部群众思想
实际，对这 13个问题作出了深入
浅出的解读阐释，有助于人们全
面准确理解党的十九大精神，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该书在秉承其权威
准确、通俗易懂一贯风格的基础
上，适应新形势下读者阅读习惯
特点作了积极创新，制作了音频
在线听书、扫码延伸阅读等栏目，
增加了信息量和传播力。这本书
的出版，将为干部群众、青年学生
开展理论学习和形势政策教育提
供重要辅导读物。

新华社电 中央宣传部 25日
向全社会公开发布航天员群体的
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
荣誉称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是一支担负特殊任务的英雄部
队，航天员群体是伴随着我国航
天事业发展成长的英雄群体。航
天员大队组建20年来，全体航天
员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期望重

托，胸怀中国梦强军梦，矢志献身
航天事业，精研苦训掌握飞天技
能，锐意进取实现创新跨越，先后
圆满完成 6次载人航天飞行任
务，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作
出了卓越贡献，11人被党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航天英
雄”“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1人
被授予“八一勋章”。2017年八
一前夕，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

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
大队记一等功。

“时代楷模”发布以“我们的价
值观、我们的中国梦”为主题，现场
发布了航天员群体的先进事迹，宣
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航
天员群体“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的
决定》，播放了反映他们先进事迹
的短片，为航天员代表颁发了“时
代楷模”奖章和荣誉证书。

新华社电 记者从成都
铁路局了解到，1月 25日渝贵
铁路开通运营，贵阳至重庆的
铁路旅行时间将从 10小时缩
减至2小时左右。

渝贵铁路开通初期，开行
动车组 46对，其中开往广州、
昆明、西安等方向的直通列车
36对，管内列车 10对（贵阳北
到成都东6对、重庆西4对），贵

阳至成都的铁路旅行时间将压
缩到3.5小时左右，贵阳至西安
的铁路旅行时间也将压缩到7
小时左右。此外，部分普速旅
客列车改经渝贵铁路运行，全
程旅时也将大幅缩短。

据了解，渝贵铁路开通后，
贵阳北至重庆西全程二等座票
价为 129元，贵阳北至成都东
全程二等座票价为275元。

渝贵铁路开通运营 重庆至贵阳2小时可达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 25日宣布，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

特雷莎·梅将于 1月 31日至 2
月 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并举行新一轮中英总理年度
会晤。

外交部：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将访华

新华社电 经中央军委批
准，我军首批新军事训练大纲
日前正式颁发，标志着新体制
下军事训练内容体系构建取得
重大阶段性成果，为新时代军
事训练提供了重要法规遵循。

新大纲坚持以习近平强
军思想为根本指导，紧紧围绕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贯彻
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积极

适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聚
焦能打仗、打胜仗，坚持战斗
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
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着力
打造实战化、联合化、科学
化、规范化的训练内容体系
和相关制度机制，构建了覆
盖各层次各领域各类人员、
同现代战争要求相适应的标
准体系，为部队按纲施训提
供了基本依据。

经中央军委批准
我军首批新军事训练大纲正式颁发

聚焦新时代解读十九大

《新时代面对面》出版发行

外交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帽子
无论如何也扣不到中国头上

中宣部授予航天员群体“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最高检：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 形成压倒性态势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25日表示，今年世界经济
论坛年会期间，许多嘉宾和媒体积
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去年年会上
的主旨演讲，这充分展现出习主席
演讲的巨大感召力和影响力，以及
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对
当今世界的重要引领作用。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
24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
表致辞，重申了习近平主席去年
达沃斯演讲中关于推动经济全球
化再平衡、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重要主张。舆论纷纷评论称，
时隔一年，习主席的演讲对解决
当前世界重大问题仍具有重要意
义。请问中方对此如何评价？

华春莹说，去年 1月，习近平
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在

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
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
习主席深入剖析了世界经济面临
的突出矛盾，提出了推动经济全球
化再平衡的重大倡议，强调要打造
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
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
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在国
际社会面临迷茫之际，习主席的
讲话指明了方向，稳定了人心，提
振了信心，展现了中国应势而为、
勇于担当的大国引领作用。一年
来，习主席演讲多次被各国领导人
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提及引用，产生
了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

华春莹说，世界经济论坛年
会今年的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
中打造共同命运”，这同习主席在
去年演讲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促进经济全球化再平衡
等重大主张高度契合。论坛主席

施瓦布 24日在会上指出，习主席
在达沃斯的演讲是“中国与世界
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我们也了解到，年会期间许
多参会嘉宾和媒体都还在讨论
习主席的演讲，并积极评价演讲
的重要意义。这充分展现出习主席
演讲的巨大感召力和影响力，以
及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
案对当今世界的重要引领作
用。”华春莹说。

她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刘鹤在 24日的致辞中，再次重
申了习主席的重要主张，介绍中
国一年来在支持经济全球化、扩
大对外开放方面的重大进展，强
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展现出中国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

2018达沃斯论坛开幕

习近平主席2017年主旨演讲影响深远
■链接

新华社电 针对近期一
些国外媒体炒作“中国军事威
胁”，昨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
会上，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总有一些人和势力见不得中
国的发展、看不惯中国军队的
壮大，不时跳出来炒作所谓的

“中国军事威胁”，这种病态的
心理需要调整。

“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一个
客观事实，是世界和平力量的
发展壮大，某些人或者势力炒
作也好、围堵也好、遏制也好，
一概都是枉费心机。”吴谦说。

国防部：炒作“中国军事威胁”是枉费心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