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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韩国政府代表 12日在日本首
都东京举行工作级对话袁 没有就解决双方
贸易摩擦取得进展遥 这还不算袁双方 13日
谈及前一天的对话袁对会议性质尧韩方代表
是否要求日方撤销出口管制等各执一词袁
争吵越发激烈遥
争吵原因之一是袁韩方声称 12日向日

方提出撤销管制的要求袁 日方否认韩方提
出过这一要求遥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一名官员 13日

说袁韩方野在昨天的会议上清楚地要求日方
撤销贸易限制袁 就这一点不应该与日方有
误会冶遥另外袁一名韩方代表 13日离开东京
回国前告诉媒体记者袁 韩方在会议中对日
方做法表示遗憾袁要求日方撤销管制遥

然而袁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岩松润在记
者会上说袁野我们审视了会议记录冶袁 韩方不
曾向日方提出野要求撤销渊管制冤的明确意
见冶袁而只是要求日方解释出口管制的原因遥
日本政府本月 1日宣布袁 将对出口韩

国的半导体工业材料加强审查和管控并将
韩国排除在贸易野白色清单冶以外遥 12日会
议是双方首次就此直接接触袁 日韩各派出
两名代表遥

争吵原因之二是袁12日会议的野性质冶
究竟是日韩互相磋商袁 还是日方向韩方作
出解释遥
按照岩松润的说法袁野会议的性质不是

磋商袁 而是日方收到韩国政府要求后作出
解释的一个场合冶遥至于韩方官员描述会议

是野磋商冶袁日方对这一说法野想予以纠正冶遥
日方声称向韩方作出全面解释袁 并且

在实施管制前通知过韩方袁 而这两个说法
均遭韩方否认遥 韩方质疑日方出口管制措
施袁要求日方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或理由遥
争吵原因之三是袁 双方就韩国是否提

议再次举行磋商说法不一遥
按照日方的说法袁 韩国方面没有提议

再次举行磋商遥 韩方却坚称袁已经野多次提
议冶 在 7月 24日以前举行新一轮对话袁只
是日方没有明确表示是否会接受提议遥

路透社报道袁12日会议在一间小会议
室里举行袁双方没有打招呼袁日方代表在韩
方代表入场时既没有站立也没有鞠躬遥 日
本方面后来解释袁双方代表会议前见过面袁

打过招呼遥
韩国媒体报道袁韩方代表受到冷遇袁会

议在一个像野车库冶的房间里举行遥 会议气
氛野十分紧张冶袁双方代表互不对视袁开场时
没有握手问好遥
日本方面宣布实施出口管制后袁 韩方

多次呼吁日方撤销出口管制并指责日方报
复韩国法院判处日企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遭强征的韩国劳工遥日方否认野报复冶袁
拒绝撤销管制遥

韩国法院去年以来相继作出裁决袁要
求 3家日本企业就二战期间强征韩国劳工
分别作出赔偿遥日本政府坚持认定袁依据两
国 1965年签订的叶日韩请求权协定曳袁这类
索赔问题野已经解决冶遥 来源院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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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中央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 叶关于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
建设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通知曳袁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质袁 对照做好
检视剖析袁针对政治建设尧思想建设尧组
织建设尧 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等方面存
在的突出问题袁切实抓好整改落实遥

通知指出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
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袁 为新时代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
建设尧深入推进主题教育指明了方向遥 各
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学深悟
透尧笃信笃行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这个

重要讲话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尧 在中央政治
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结合
起来袁在系统全面尧融会贯通上下功夫遥
中央和国家机关尧 省级机关和副省级城
市机关要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袁 聚焦解决机关党的建设面
临的紧迫问题袁开展一次专题学习研讨袁
进行调查研究袁深化对党忠诚教育袁切实
增强做到野两个维护冶的理性认同尧情感
认同袁提高坚决维护的定力和能力遥

通知要求袁 各级党组织要自觉对标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袁找差距尧查
问题尧补短板袁深化检视剖析工作遥 中央
和国家机关尧 省级机关和副省级城市机
关要重点查找在做到野两个维护冶方面的
差距袁 看是否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
应尧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尧党中央禁止
的坚决杜绝曰 查找在加强理论学习方面

的差距袁看是否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
夫曰查找在夯实基层基础方面的差距袁看
是否存在机关党建野灯下黑冶的问题曰查
找在正风肃纪方面的差距袁看是否坚决克
服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袁是否坚持严字当
头袁加强对党员尧干部全方位的管理监督袁
一体推进不敢腐尧不能腐尧不想腐曰查找在
落实主体责任方面的差距袁看是否牵住责
任制这个野牛鼻子冶袁做到明责尧履责尧尽
责遥

通知强调袁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要求抓好整改落实遥 各级党组织要
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袁针对政治
建设尧思想建设尧组织建设尧作风建设和纪
律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袁以钉钉子
精神抓好整改落实遥 中央和国家机关尧省
级机关和副省级城市机关要坚持政治机
关的鲜明本色袁把野两个维护冶体现在坚决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袁体现在履
职尽责尧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袁体现在
党员尧干部的日常言行上遥 要敢于直面问
题袁真刀真枪解决问题袁运用好施药动刀
的治病之法和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遥 要
着力整治干事创业精气神不够尧 患得患
失尧不担当不作为的问题袁把干净和担当尧
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袁激励党员干部勇于
挑重担子尧啃硬骨头尧接烫手山芋袁不做昏
官尧懒官尧庸官尧贪官遥

通知指出袁要按照野基层减负年冶的要
求袁带头开展形式主义大排查袁聚焦层层
发文尧层层开会尧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
等问题袁一件一件抓实整改遥 要坚决整治
机关党建野灯下黑冶问题袁锻造坚强有力的
机关基层党组织袁使每名党员都成为一面
鲜红的旗帜袁每个支部都成为党旗高高飘
扬的战斗堡垒遥

来源院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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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
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不久的将来袁广州市黄埔区尧开发区将出现 200 台以

上自动驾驶出租应用示范服务和 10条以上自动驾驶公交
应用示范线路服务袁推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 5G车联网(车
路协同)网络并网运行遥 14日袁在黄埔区 5G车联网(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创新发展论坛上袁广州市黄埔区尧广州开发区
与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尧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
五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袁共建 5G车联网(智能网
联汽车)先导区遥

论坛还举行了广州市 5G自动驾驶应用示范岛签约和
野黄埔区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基地冶揭牌活动袁正式
启动野全国首个自动驾驶综合应用示范岛冶建设袁正式启动
广州国际生物岛 1条自动驾驶公交应用示范线尧5台自动
驾驶出租应用示范车辆袁 标志着该区正式迈入自动驾驶
MaaS综合应用新时代遥

据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大数据总监谢振东
透露袁广州公交集团联合广州联通尧华为尧文远知行尧深兰
科技尧金溢科技尧信投和工信部五所袁在广州生物岛共同组
织建设并开展了自动驾驶MaaS应用试点和 5G_V2X车路
协同的试点工作遥 目前广州联通已完成了岛上全部 12个
5G红基站的部署袁 广州公交集团已与公安交警对接了信
号灯车路协同的技术方案遥

据悉袁广州市黄埔区尧广州开发区加快野5G商用步伐冶
这一关键环节袁争创粤港澳大湾区 5G第一示范区袁开通了
全球第一条公交 5G运营线路袁打造了全国第一个 5G智慧
停车场尧第一个 5G自动驾驶测试场遥 截至今年 6月袁该区
已建成 5G基站超 500座袁预计 2019年底袁全区 5G基站将
达到 5000座遥

来源院科技日报

国内首个自动驾驶 5G
车联网示范岛开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 35个城市渊区冤开展的建筑垃圾
治理试点总体推进顺利遥 下一步将进一步总结试点工作中
好的做法和经验袁向全国推广遥 这是记者从此间在北京举
行的 2019建筑垃圾与城市发展大会上了解到的信息遥 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袁 一年多
来袁各试点城市共颁布实施相关政策文件 68部遥 大部分建
筑垃圾治理试点城市依托原有数字城管尧智慧城市等系统
接入建筑垃圾相关数据袁深圳等城市还建立了建筑垃圾大
数据全过程监管平台遥

该负责人说袁北京尧邯郸尧苏州尧扬州尧杭州尧蚌埠尧福
州尧济南尧青岛尧临沂尧泰安尧许昌尧广州尧深圳尧重庆尧成都尧
西安等城市不断完善建筑垃圾管理体制机制袁加强部门联
动尧协作推进袁提高全过程监管水平遥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袁建筑垃圾大量产生遥 据北京建
筑大学副校长张大玉介绍袁 全国建筑垃圾年产生量约 35
亿吨遥 部分城市存在缺乏消纳处置设施袁综合利用不足袁全
过程管理系统不健全等问题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18年 3月起在北京尧 上海尧西
安等 35个城市渊区冤开展建筑垃圾治理试点袁以全面提升
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水平遥 建筑垃圾治理试点工作截止时
间为 2019年 12月底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袁 各试点城市要突出问题导
向袁鼓励因地制宜进行探索创新遥 健全建筑垃圾管理体制
机制袁加强全过程管理袁实现建筑垃圾减量排放尧规范清
运尧有效利用和安全处置遥

此外袁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遥 试点城市要完善相关
政策袁明确部门职责袁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尧密切配合袁形成
工作合力遥

来源院新华网

我国建筑垃圾治理
试点总体推进顺利

13日袁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尧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等
共同主办的 2019野湿地使者行动冶在长沙正式启动袁此次行
动主题为野饮水思源 保护长江冶遥 来自全国的 15支大学
生队伍参加启动仪式袁 并将接受为期三天的项目设计尧执
行尧宣传尧拍摄等专项培训遥

野湿地使者行动冶是 2001年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
主要面向大学生环保社团的大型活动袁在全国各地系统地
开展湿地科普与宣教活动袁以达到普及湿地知识尧鼓励公
众参与湿地保护和提高湿地保护意识的目的遥

2019野湿地使者行动冶聚焦长江袁将深入长江流域的大
小湿地开展活动袁 调研与学习目前湿地保护的机遇和挑
战遥

据介绍袁截至 2019年袁野湿地使者行动冶已举办十五届袁
参与竞标的大学生环保社团共 532个袁306个大学生环保
社团在竞标中获胜成为野湿地使者冶遥 5300多名师生在活动
中共进行近 400多次科考及宣传活动袁 足迹遍及我国黑龙
江尧长江尧黄河流域等遥

来源院新华网

世界自然基金会启动
“湿地使者行动”

第十届中国奶业大会 12要14日在天津举行遥 此间袁中
国奶业白皮书叶中国的奶业曳由中国奶业协会正式发布遥

白皮书显示袁人工授精尧秸秆青贮尧疫病防控等现代技
术的普及和应用袁促进奶牛整体生产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
断提高袁乳品加工实现跨越式发展遥 去年袁全国牛奶产量达
到 3075 万吨袁是 1949年的 154倍曰全国乳制品产量 2687
万吨袁是 1952年的 43063倍袁年均增长 17.5%遥 市场供应量
不断增加袁推动我国奶类消费的增长袁去年人均奶类消费量
达 34.3千克遥

奶以安为要遥 目前袁我国奶业已初步建立基于风险分
析和供应链管理的治理体系袁涵盖法律法规尧技术标准和
监督管理袁覆盖牧场到餐桌全过程遥

据白皮书汇总的数据袁我国乳制品的监督抽检合格率
连续 3年在 99%以上袁婴幼儿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连续 10
年零检出袁乳制品中黄曲霉毒素M1连续 5年未检出遥 2018
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乳制品样品合格率为 99.8%袁是
抽检合格率最高的一类食品遥 其中婴幼儿配方乳粉抽检样
品合格率达到 99.9%遥 来源院人民网

中国奶业白皮书发布

搭载俄向土耳其提供的 S-400防空
导弹系统组件的第 6架俄运输机 14日抵
达土国机场遥 土耳其国防部当天宣布袁
野交付 S-400导弹系统继续进行中袁14日
还将有第 7架飞机降落冶遥 俄土军事合作
急剧升温袁 令土耳其的北约盟友感到震
惊遥 美众院发表两党联合声明称院野北约
盟友选择站在俄罗斯和普京一边袁 而不
是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合作袁 这很难理
解遥 冶叶洛杉矶时报曳14日称袁购买 S-400
的决定可能标志着 野安卡拉和华盛顿之
间近 70年军事合作的结束冶遥 野购买与北
约系统不兼容的俄罗斯导弹袁 安卡拉无
疑把北约的凝聚力置于危险状态冶袁法国
广播电台 14 日刊文称袁野北约还是俄罗
斯袁土耳其必须作出选择冶遥

从本月 12日起袁 土耳其订购的俄罗
斯 S-400 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陆续到

货袁 土耳其国防部长在国防部网站展示
了一张正在卸货的照片遥 俄罗斯 叶观点
报曳14日称袁为尽快向土耳其提供这一系
统袁俄利用安-124重型运输机运输袁而不
是通过海上运输遥

这个消息在土耳其的北约盟友中引
起轩然大波遥土耳其 1952年加入北约袁以
兵员计算袁是北约第二大战力遥 野土耳其
1952年以来一直是北约的砥柱袁2017年
签约这笔军火合同时就在盟邦播撒了混
乱冶袁法国叶世界报曳13 日发表题为叶面对
地缘战略选择的土耳其曳 的社评遥 文章
称袁在土耳其爆发未遂政变 3年之后袁俄
罗斯野送货上门冶袁假如把这件事做到底袁
对北约的挑战将是空前的袁 普京利用这
一空防系统以及土耳其问题 野在北约内
部的缝隙中钉入了一颗钉子冶遥

野北约成员国买了俄罗斯设计专门

用于击落美国战机的导弹袁这肯定没有好
结果冶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4日
称袁两年前袁土耳其宣布将采购俄 S-400
系统袁 因为美国一再拖延出售类似反导
系统遥 不过袁这笔价值 20亿美元的交易袁
其后果远非土耳其花些钱的问题遥 安卡
拉此举让数十年的土美战略关系尧甚至土
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信誉遭到质疑遥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埃斯珀 12日说袁 华盛
顿认为土耳其不能同时拥有 F-35 和俄
罗斯导弹系统的立场没有改变遥 土政府
随后发表声明称袁 美国代表团将于本周
访问土耳其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遥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13日称袁 美国反
对土耳其购买 S-400导弹防御系统的主
要原因是袁土耳其可能拥有美国 F-35隐
形战机袁配备这些导弹可能让俄罗斯获得
F-35的技术袁然后找出它们的弱点袁将有

助于俄方发展雷达定位战斗机的能力遥
北约也担忧 S-400协议将影响土耳其与
其他北约成员国的合作能力遥 英国广播
公司(BBC)14日称袁北约成员国从俄罗斯
购买高精尖的 S-400反导系统袁 这几乎
是史无前例的事情遥 土耳其向北约的敌
人采购最重要的防御性武器系统袁 这是
向北约方面发出什么信号钥

据美国彭博社 14日报道袁 特朗普政
府正在制定制裁措施袁惩罚土耳其接受俄
罗斯 S-400防空系统遥 制裁方案已经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数日遥 特朗普
可能会从 12项制裁措施中选出 5项袁在
7月 15日土耳其政变纪念日后再宣布制
裁袁避免让人产生联想认为美国跟 3年前
致力于推翻埃尔多安统治的军事政变有
关遥 来源院环球时报

S-400落地土耳其 俄土军事合作急剧升温震惊北约

美国和印度谈判代表 12日在印度首
都新德里会面袁恢复两国贸易对话遥 了解
进展的印度官员披露袁当天对话没有能够
就解决双方贸易摩擦取得重大进展遥

路透社报道袁 双方将许多涉及农产
品尧电子商务尧钢铝产品的棘手问题推迟
到下次贸易对话再议遥印度商务和工业部
长皮尤什窑戈亚尔 8月将前往美国首都华
盛顿袁 会晤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窑莱特希
泽遥 具体日期尚未确定遥

一名参与对话的印度高级官员说当
天对话持续 3个多小时袁野没有突破冶袁但
他没有详细说明遥

另外两名印度官员说袁12 日对话更
多地是关于了解彼此在争议问题上的立

场袁希望一些问题能够在戈亚尔下月访问
美国时得到解决遥

印度政府 12日晚发布简短声明袁说
两国同意继续磋商袁野解决双边贸易关
切冶遥

美国总统唐纳德窑特朗普和印度总理
纳伦德拉窑莫迪 6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会晤袁同意
寻求深化两国关系遥 特朗普当时说袁将会
与印度达成野非常大的贸易协议冶袁但没有
设定时间表遥他本周在社交媒体野推特冶发
帖袁说印度对美国产品征收的高关税野不
可接受冶遥

印度官员说袁 美方 12日在贸易对话
中要求印方取消对杏仁等美国农产品的

关税袁印方则要求美国恢复印度的普遍优
惠制待遇遥

美国今年 6月初以野印度未能确保向
美国提供公平尧 合理的市场准入条件冶为
由袁取消给予印度的普惠制待遇遥 印度 6
月 16日起对包括杏仁尧 豆类和核桃在内
的 28种美国输印商品加征关税遥

就双方有争议的印度电子商务领域
外国投资规定袁印方没有作出修改承诺遥

根据印度今年 2月生效的一项电子
商务新措施袁印度禁止关联电子商务平台
的实体在这类平台销售商品袁意味着获得
美国沃尔玛和亚马逊公司投资的印度最
大电商企业弗利普卡特无法销售关联沃
尔玛和亚马逊的商品遥新规迫使沃尔玛和

亚马逊调整在印业务战略遥
路透社报道袁沃尔玛今年 1月私下告

诉美国政府袁印度的新规定堪称野倒退冶袁
可能损害两国贸易关系遥

另外袁当前让印度决策者担忧的一点
是袁特朗普政府可能推动与印方达成一项
自由贸易协定遥 这可能削弱印度的竞争
力袁导致大量进口并损害莫迪的野印度制
造冶计划遥

印度官员披露袁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
渊又译苏布拉马尼亚姆窑贾伊尚卡尔冤在最
近一次会议上告诉贸易部官员袁野特朗普
显然在准备一场更大的游戏袁一个更大的
开局冶遥 来源院新华网

美国和印度贸易对话无果而终 双方同意继续磋商

7月 13日傍晚袁 随着一声笛鸣袁
一列由中国设计并生产的铁路客车组
成的列车从古巴首都哈瓦那中央火车
站驶出遥 这标志着 2019年 5月出口
古巴的中国产铁路客车正式投入运
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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