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毅：加強規則兼容 釋「帶路」聯通效應
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在底特律經
濟俱樂部發表關
於美經濟復興的
演講，用「掠奪

性」一詞描述中國經濟，抱怨中國進行「不公
平競爭」。美商務部負責國際貿易的副部長在
出席論壇時，指責中國搞「非市場經濟」，對
美戰略產業造成威脅。美官員幾番賣力表演，
刻意把「不公平貿易」的帽子強扣到中國頭
上，顯然有其目的和用意。

首先，美方這一動作是為其單方面挑起的貿
易戰服務的。美政府當前經貿政策具有明顯的
單邊保護主義性質。不論是「232調查」還是
「301調查」，都有違國際貿易的應有之義。
美執意揮舞貿易戰大棒，師出無名，於理無
據，不得不以所謂「貿易不對等」為借口。

其次，炒作「貿易公平」意在實現國內政治
目標。2016年8月，作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
特朗普也曾在底特律經濟俱樂部發表演講，宣
佈其經濟計劃。推動製造業回流、安撫失業藍
領工人被認為是特朗普勝選的重要原因之一。
隨着中期選舉臨近，美國務卿再次在底特律大

談「中國經濟威脅論」，明顯是要再次引導輿
論，爭取選票。
然而，不管美方意欲何為，「不公平貿易」

的帽子中國不會也不能接受。

履入世承諾 展大國擔當
中國促進開放合作的成績得到廣泛認可。幾

天前，中國發表《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
書，以事實說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積極
踐行自由貿易理念，全面履行加入承諾，大幅
開放市場，實現更廣互利共贏，在對外開放中
展現了大國擔當。
美國的「公平互惠」標準不得人心。美以

「互惠貿易」之名，行「美國優先」之實，已
經引起多方強烈反彈。歐盟、墨西哥、加拿
大、印度、土耳其等宣佈對美實施報復性關
稅。面對政府單邊貿易政策走向，美製造業不
但沒有出現一片叫好之聲，反而出現各種擔心
和恐慌，甚至有知名企業以「出走」方式逃避
政府政策造成的負面影響。

美國當前與其費盡心思給中國扣帽子，不如
趕緊深刻反思自身錯誤。盲目而為，一意孤
行，造成的苦果，害人也將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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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貿易」帽子扣不到中國頭上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蘇曉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昨日在「一
帶一路」法治合作國際論壇上表示，「一
帶一路」建設的一切都在陽光下運行，它
不是封閉的俱樂部，而是開放的朋友圈。
他強調，中國主張在推進基礎設施「硬聯
通」的同時，也應加強橫向之間政策、規
則、標準和機制的「軟聯通」，打造暢通
無阻的「規則高速公路」，充分釋放「一
帶一路」互聯互通積極效應。

深信法治是風險安全閥
他指出，到目前為止，已有近90個國家
和國際組織與中方簽署了共建「一帶一
路」的合作協議，同各國共同建設了75個
境外經貿合作區，產能合作、互聯互通和
經濟走廊建設穩步推進。此外，中國與沿
線國家及地區的進出口總值已達到30多萬
億元人民幣，對沿線國家的投資超過700
億美元，已經創造了20多萬個就業崗位。
王毅透露，明年將舉辦第二屆「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並歡迎各國參與。
「中國深信規則和法治既是『一帶一

路』走向世界的通行證，也是應對各種不
確定性風險和挑戰的安全閥。」王毅說，
「中方願與各方不斷加強法治合作，為
『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堅實的法律和制度
保障。」
據王毅透露，中國已基本實現與國際規

則的全面接軌和國際標準國內化，參加了
幾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間國際組織，並加入
了500多項國際公約，「2017年中國的國
家標準與國際標準的相關聯採標率已達
90%以上。」他續透露，中國外交部正在
建設國家條約數據庫，建成之後將極大地

便利「一帶一路」參與國企業和公眾來查
閱條約信息。
此外，他表示，將繼續完善「一帶一
路」的法治保障體系，及時填補空白領
域，更新有關條約，構建適應「一帶一
路」發展需求的條約保障網絡。他指出，
其中包括盡快建立訴訟、仲裁、調解有機
銜接的「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服務機制，
妥善化解糾紛，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搭
建「一帶一路」法律領域的信息共享和大
數據服務平台，為開展合作提供更好法律
諮詢服務。

青年有擔當 民族有希望
與團中央新領導班子談話 強調讓廣大青年勇於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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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在中

南海同團中央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並發表

重要講話。他強調，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

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代表廣大青

年、贏得廣大青年、依靠廣大青年是我們黨不斷從

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終將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奮鬥中變為現實。新

時代的青年工作要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堅定不

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群團發展道路，緊緊圍繞、

始終貫穿為實現中國夢而奮鬥的主題，讓廣大青年

敢於有夢、勇於追夢、勤於圓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
記王滬寧參加集體談話。

勉團中央樹共青團良好形象
習近平首先表示，幾天前，團十八大閉
幕。大會貫徹黨中央要求，對過去5年工
作作了總結，對今後5年共青團事業發展
作了部署，完成了各項議程。我代表黨中
央，對大會取得成功、對當選的團中央新
一屆領導班子表示祝賀。團中央新一屆領
導班子貫徹黨中央要求，態度堅決，信心
堅定，情緒飽滿，決心很大。黨中央對你
們寄予很高期望。希望你們帶頭學理論、
強信念，講政治、嚴自律，促改革、抓落
實，改作風、守規矩，把新時代共青團的
好形象樹起來，肩負起團結凝聚全國各族
青年為實現黨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標任務而
奮鬥的責任。
習近平指出，過去5年，共青團認真學

習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認真落實黨中央關於共青團改革的部
署，圍繞保持和增強政治性、先進性、
群眾性，在組織引導青年、推動青年發
展、維護青少年權益、深化共青團改革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動團的精神風
貌呈現新氣象。

強化服務意識 做青年貼心人
習近平指出，共青團是黨的助手和後備
軍，這體現了我們黨對共青團的高度信任
和殷切期望。團的所有工作，歸結到一
點，就是要當好這個助手和後備軍。關鍵

是要抓住3個根本性問題，就是必須把培
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根本任
務，把鞏固和擴大黨執政的青年群眾基礎
作為政治責任，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作
為工作主線。要加強對青年政治引領，黨
旗所指就是團旗所向。要在廣大青年中加
強和改進理論武裝工作，引導廣大青年運
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分析
問題，從而堅定正確政治方向，增強道路
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堅定聽黨話、跟黨走的人生追求。要廣泛
動員青年建功新時代，全面貫徹黨的十九
大精神，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
佈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主動配合黨和國家重大工作部署，動員廣
大青年把報國之志轉化為實際行動，努力
成為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要更
好聯繫服務青年，擴大團的工作覆蓋面，
強化服務意識、提升服務能力，千方百計
為青年排憂解難，做廣大青年信得過、靠
得住、離不開的貼心人，增強團的吸引力
和凝聚力。要落實好《中長期青年發展規
劃（2016－2025年）》。
習近平強調，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在部

署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時，也對深化群
團組織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共青團是黨
聯繫青年群眾的橋樑和紐帶，要緊緊圍繞
這個職責定位來謀劃改革，出實招、出真
招，不掩飾問題，不諱疾忌醫，對症下
藥，刮骨療傷，真正從思想上、工作上、
制度上把這個問題解決好。要樹立大抓基
層的鮮明導向，推動改革舉措落到基層，

使基層真正強起來。
習近平指出，要切實落實從嚴治團要
求。政治上要嚴，堅持以政治建設為統
領，加強共青團系統黨的建設，增強
「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
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旗
幟鮮明抵制各種歪風邪氣，保持清風正
氣和良好形象。團的幹部隊伍建設要
嚴，政治上、思想上、能力上、擔當
上、作風上、自律上要強，做到對黨忠
誠，敢於挑急難險重的擔子，敢於到條
件艱苦、環境複雜的崗位鍛煉，腳踏實
地、一步一個腳印幹。團員隊伍建設也
要嚴，在團員標準要求上嚴起來，從把
好入團質量關入手，抓好入團以後的教
育實踐，帶動廣大青年一起前進。

抓住當下 傳承根脈 面向未來
習近平強調，青年工作，抓住的是當
下，傳承的是根脈，面向的是未來，攸
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各級黨委要關注
關心青少年成長，為他們成長成才、施
展才華創造良好條件。各級黨委要拿出
極大精力抓青年工作、抓共青團工作，
切實盡到領導責任。
會上，共青團十八屆中央書記處第一書

記賀軍科匯報了共青團第十八次全國代表
大會和十八屆一中全會的召開情況，團中
央書記處書記汪鴻雁、徐曉、傅振邦、尹
冬梅、奇巴圖、李柯勇分別作了發言。
丁薛祥、陳希、郭聲琨、尤權參加談
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習近平在座談中強調，黨的十八大
以後，黨中央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
全局出發，高度重視和大力推進青
年工作，出台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
青年發展規劃，部署共青團改革，
推動青年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黨
中央明確了青年工作的戰略地位、
中國青年運動的時代主題、青年工
作的職責使命、青年一代健康成長
的正確道路、青年工作的路徑方
法、共青團改革發展的目標任務，
明確了必須加強黨對青年工作的領
導。要堅持把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
和接班人作為根本任務，引導廣大
青年自覺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奮鬥；
把鞏固和擴大黨執政的青年群眾基
礎作為政治責任，把最大多數青年
緊緊凝聚在黨的周圍；把圍繞中
心、服務大局作為工作主線，廣泛
組織動員廣大青年在深化改革開
放、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充分發揮
生力軍作用。廣大青年要堅定理想
信念、練就過硬本領、勇於創新創
造、矢志艱苦奮鬥、錘煉高尚品
格，在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
值觀中勤學、修德、明辨、篤實，
愛國、勵志、求真、力行，同人民
一起奮鬥，同人民一起前進，同人
民一起夢想，用一生來踐行跟黨走
的理想追求。

共青團工作三大重點
根本任務
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政治責任
鞏固和擴大黨執政的青年群眾基礎

工作主線
圍繞中心、服務大局

資料來源：新華社

習近平金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
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代表廣大青年、贏得廣大青年、依靠
廣大青年是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
利的重要保證。

■同人民一起奮鬥，同人民一起前進，
同人民一起夢想，用一生來踐行跟黨
走的理想追求。

■做廣大青年信得過、靠得住、離不開的
貼心人，增強團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青年工作，抓住的是當下，傳承的是
根脈，面向的是未來，攸關黨和國家
前途命運。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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