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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个省会城市“换帅” 26名“70后”履新
《人民日报》消息

2018
年上半年，地市人事调整
频繁，14个省会城市 “ 换
帅”
，北京、天津、江苏、山
东、重庆均有10地及以上
调整党政主要领导。
截至6月30日，全国27
个省会（首府）城市中已有
14个调整党政主要领导，
湖北武汉市委书记、河南
郑州市市长职务暂时空缺
待补。

除空缺的武汉市委书
记外，杭州、济南、贵阳三
地市委书记均系2018年新
调整，其中，杭州、济南市
委新书记系本省官员履
新，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
委书记周江勇任杭州市委
书记，济南市市长王忠林
任济南市委书记；贵阳市
委新书记系异地交流任
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常委赵德明任贵阳市委书

市长姜有为、广东广州市
市长温国辉。
放眼全国，随着干部
年轻化的加速，越来越多
的“70后”年轻干部开始走
向地市党政一把手的位
置，甚至走向更高位置。如
曾被誉为“江西首位70后
地级市委书记”的刘捷已
升任副省级干部，先后担
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
书长，贵州省委常委、省委

记，此次履新也是赵德明
首次异地交流任职。
政府方面，
2018 年 已
有13个省会（首府）城市调
整市长，其中，江苏南京市
市长蓝绍敏、山东济南市
市长孙述涛、湖北武汉市
代市长周先旺此前均担任
副省长职务。目前，全国27
名省会城市市长中有5名
由副省长转任，除以上3名
领导外，还有辽宁沈阳市

秘书长；
“ 江苏首个70后设
区市市长”费高云已升任
江苏省副省长。
而 在 2018 年 上 半 年 ，
已有26名“70后”干部履新
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截至6
月30日，全国已有94名“70
后”地市党政“一把手”
。其
中，
“75后”干部有4人，分
别是：山东德州市市长陈
飞，
1975年1月生人；湖北
襄阳市市长郄英才，
1975

◎

玩具
“总动员”
7月12日，几名小朋友
在北京玩博会上体验一款
童车。
当日，第九届中国玩
博会北京站（简称北京玩博
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幕，
共有国内外210个玩具品牌
的上万款新品展出。据悉，
此次玩博会将持续至7月
15日。
摄影/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加征关税升级
《人民日报》消息

据
商务部官方网站消息，
7月
11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就 美 方 公 布 拟 对 我 2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
税清单做出回应，发言人
表示，美方以加速升级的

相关新闻
新华社消息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7月11日在
回应美方公布拟对中国
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
关税清单时说，这是一场
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保
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强权
与规则之战。中方将和国
际社会一道，站在历史正

新华社消息

（aptamil）

反腐进行时
新华社消息

商务部称美失去理性不得人心
方式公布征税清单，是完
全不可接受的，我们对此
表示严正抗议。美方的行
为正在伤害中国，伤害全
世界，也正在伤害其自身，
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是不
得人心的。

发 言 人 还 指 出 ，中 方
对美方的行为感到震惊，
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和人民根本利益，中国
政府将一如既往，不得
不作出必要反制。我们
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

力 ，共 同 维护自由贸易规
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共同
反对贸易霸凌主义。与此
同时，我们将立即就美方
的单边主义行为向世界
贸易组织追加起诉。

（丁亦鑫）

确一边，共同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和规则。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
者会上答问时说，
美方行为
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
中
方将作出必要反制，
坚决维
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华春莹说，当今时代，
各国经济不同程度融入全
球产业链、价值链，彼此之
间相互依存、兴衰相伴。立

己达人方是正确选择。如
果固守“零和博弈”的过时
思维，任性挑起贸易战，不
仅损害当事双方利益，也
伤及全球产业链上的各方
利益，不会有赢家。中国货
物出口的40%，高科技产品
出口的 2/3 都 是 在 华 外 资
企业实现的。
“美方是在向全世界
开火，也在向自己开火。多

位国际经济界权威人士的
有关表态也充分表明，美
方失去理性的行为十分危
险，害人害己，不得人心。
”
华春莹说。
她说，
国际社会应共同
努力，坚决抵制单边主义，
反对保护主义，
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和自由贸易规则。
“这是作为负责任国家应有
的担当和责任”
。

（闫子敏）

海关总署：
慎由境外直邮爱他美婴儿配方乳粉
针对有
媒体报道法国达能集团旗
婴儿配
下爱他美
方乳粉在英国引起婴儿呕
吐及胃肠不适症状，海关
总署7月11日发布通报称，

（唐嘉艺）

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案一审开庭

外交部：
中方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

年9月生人；重庆云阳县县
长覃昌德，
1976 年 5 月 生
人；浙江台州市代市长张
晓强，1975年11月生人。
据记者梳理，94名“70
后”地市党政“一把手”中，
19人担任市委书记职务。
北京顺义区，天津和平区、
河北区，广东潮州市，重庆
忠县等6地党政“一把手”
均系
“70后”干部。

报道涉及的相关产品还没
有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
到中国。
通报说，经与相关企
业联系核实有关情况，海
关确定该报道中涉及的婴

儿配方乳粉为达能集团供
应欧洲市场的产品，未通
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到中
国，该集团也未通过跨境
电商形式将该产品引入中
国市场。目前，该集团正在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7月11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
委员、副主席姚刚受贿、内幕交易一案。邯郸市人民检
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姚刚及其辩护人到庭
参加诉讼。
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6年~2015年，被告人
姚刚利用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副
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在并购重组、股份
转让过程中股票停复牌、避免被行政处罚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6961万余元。2007年1~4月，被告人姚刚利用担任证
监会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主任的职务便利，获悉相
关公司重组上市的内幕信息，使用由其实际控制的他
人股票账户在关联股票停牌前买入，复牌后卖出，非
法获利共计人民币210万余元。以上依法应当以受贿
罪、
内幕交易罪追究姚刚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姚刚及其辩
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姚
刚还进行了最后陈述，
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被告人近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
各界群众5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民航东北局
调查国航一航班不安全事件
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东北地区管
理局了解到，东北局已对7月10日香港飞往大连的国
航CA106航班不安全事件开展调查。
2018年7月10日，国航CA106航班执行香港至大
连航班任务。在巡航阶段，飞机出现座舱高度警告，机
组人工释放了旅客氧气面罩，并实施紧急下降，于北
京时间22时31分在大连机场安全落地，机上153名旅
客、9名机组成员无人员受伤，飞机没有受损。
据介绍，东北局迅速成立调查组，于第一时间开
展调查。调查组对飞机状态进行了检查，对相关数据
和资料进行了封存，对机组成员进行了调查笔录。目
前，东北局已将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
和驾驶
舱语音记录器
送往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进行译码分析，后续将依据分析结果，进一步展开深
入调查。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其官方微博中称，针对7月
10日CA106香港到大连航班发生的氧气面罩脱落事
件，目前机组正在接受民航局相关部门的调查，如果
调查发现机组存在违章违规行为，公司将对责任人严
肃处理。

（CVR）

对问题发生的原因进行调
查。
海关总署提醒消费者
谨慎从境外通过直邮等方
式购买该产品。

（刘红霞）

（FDR）

（洪可润 白涌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