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0日，在泰国清莱一处洞穴，最后4名参与
营救的泰国海军救援队员完成任务后庆祝。

新华社发

7月 11日，在浙江台州温
岭市石塘镇金沙滩，巨浪拍岸。

受台风“玛莉亚”外围影响，
浙江台州部分沿海地区海面掀
起大浪。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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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1日电（记者 于佳
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11日就美方公布拟
对我 2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
发表谈话。

发言人指出，美方以加速升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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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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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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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 闫子敏）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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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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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的三分之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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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外交部回应美方公布拟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

美方失去理性的行为不得人心
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制

何孟雄：从容莫负少年头
据新华社长沙7月11日电（记者 陈宇箫）湖南炎陵县中

村乡龙潭瑶族村何家组，有一座黑瓦白墙的江南古宅。宅子
建于晚清，全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的何孟雄，就在这座“何
家大屋”里长大。参加革命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当年小吏陷江州，今日龙江作楚囚。万里投荒阿穆尔，
从容莫负少年头。”这是何孟雄一次入狱后在监狱墙壁上写
下的一首诗。

何孟雄，1898年 6月生，湖南炎陵人。早年在长沙求学
期间，与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交往密切，建立了革命友
谊。1919年 3月，何孟雄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受《新青年》为
代表的新思潮影响，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北京大学
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

1920年 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何孟雄和邓中
夏、罗章龙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
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加入北京
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何孟雄是全国最早的 50
余名党员之一，1926年 5月，调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9月，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何
孟雄也被调往上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淮安特委书记、
江苏省委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参
与领导江苏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农运动和开展武装斗争。

1931年 1月 17日，因叛徒告密，何孟雄在上海被捕。在
狱中，他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宁死不屈，
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1 年 2月 7日，何孟雄与其他 23位共产党员与革命
者，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33岁。

·

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
受贿、内幕交易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石家庄7月11日电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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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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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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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47名遇难者遗体全部找到
据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11日电（记者 杨舟 颜昊）泰国普吉

府府尹诺拉帕11日下午在游船翻沉事故救援情况记者会上说，
泰中救援力量当天下午又发现一具遗体，初步判定为“凤凰”号遇
难者。至此，普吉游船翻沉事故47名遇难者遗体已全部找到。

诺拉帕说，当天下午泰中救援力量在皮皮岛海域发现一具
男性遗体，并在其身上发现人民币、晕船药及与“凤凰”号乘客
同款救生衣，初步认定为遇难的中国乘客。该遗体预计当晚运
送上岸，其身份信息还需进一步核实。

他说，截至目前，“凤凰”号上89名游客中，42人获救、47人
死亡，其中 43具遗体完成身份认证，被证实为中国公民。仍有
1人遗体被“凤凰”号船体压在海底等待打捞。

诺拉帕还表示，今后普吉府将从船只、船长船员、乘客三个
方面加强行船安全，并在码头引入闭路电视等监控设备和新技
术，加强安全管控。

泰国海军第三舰队副总指挥乍龙蓬则表示，泰中双方救援
队当天进入“凤凰”号沉没区域进行下潜作业，但因天气变化影
响潜水作业安全而中止，如明日天气情况允许，将打捞被“凤
凰”号船体压住的遗体。他透露，这具遗体为男性。

与此同时，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事馆11日在其网站发布通
告。通告说，7月 10日至 15日，安达曼海和泰国湾海面将有 2
至 4米巨浪。目前仍有大批中国游客赴上述地区乘船出海或参
与浮潜等高危项目。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据此提醒中国公民务
必提高安全意识，事先了解当地天气海况，近期谨慎前往普吉、
甲米、攀牙等安达曼海域海岛游，在每年 5月至 10月初季风季
节，切勿冒险参与下海游泳、浮潜或乘船出海等涉水项目。

当地时间 5日 17时 45分左右，“凤凰”号和“艾莎公主”号
在普吉岛附近海域突遇特大暴风雨，船只发生倾覆并沉没。“艾
莎公主”号载有42人，悉数获救，其中中国游客35人。“凤凰”号
上载有101人，其中游客89人，87人为中国籍。

日本西部地区持续多日的大
范围强降雨截至11日导致 176人
丧生，70多人失踪。

随着灾情日益扩大，日本政
府前期应对不力问题凸显。执政
的自由民主党在降暴雨时喝酒聚
会，更是给民众不满火上浇油。

5 日晚 10 时多，内阁官房副
长官西村康稔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传几张照片，写道：“党干
部和年轻议员一次推心置腹的
亲睦会……今天安倍首相、岸田
政调会长、竹下总务会长齐聚一
堂，和和美美的气氛里，年轻议
员尽情拍照。”

这是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在首

都东京的一次聚会，名为“赤坂自民
亭”，每月在众议院赤坂宿舍举办一
次。当天是第 27次聚会，大约 50
人参加，首相安倍晋三首次出席。

照片中，安倍手举酒杯，自民
党政策调查委员会委员长岸田文
雄、总务会长竹下亘、防卫大臣小
野寺五典等人笑着围坐在四周。

自民党高层觥筹交错之时，
京都市 8万多人接到暴雨避难通
知。聚会开始前，日本气象厅5日
凌晨向大阪府北部地震灾区发布
地质灾害预警，下午在东京、大阪
召开紧急发布会，呼吁各方警惕。

立宪民主党籍参议员莲舫10
日说：“那是气象厅呼吁加强警惕

当晚……只能说他们缺乏责任
感。”社会民主党党首又市征治批
评自民党“懈怠”。

日本记者安积明子在《东洋
经济》电子版上发文说，自民党议
员在暴雨来袭时依然兴冲冲地把
聚会情况上传社交媒体，说明他
们对灾难缺乏感同身受。

针对各方指责，内阁官房长
官菅义伟说，“只要把该做的事情
做了”，聚会就没有问题。防卫大
臣小野寺 10日作出类似表态，说
参加酒会“对一系列应对举措没
什么影响”。

自民党政府的态度让在野党
实在难以接受。 新华社特稿

少年隔离治疗 家人盼相见
带领孩子自救 教练获原谅

救援人员 10日从泰国北部清莱府一处大型洞穴群救出少
年足球队最后5人，举国乃至全世界为之欢呼。

12名小球员和他们的教练现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一名
泰国卫生官员11日说，他们状况良好。

“我要抱抱他”

清莱府府尹那荣萨·奥沙他那功1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大
家的祝福和支持表示感谢。

“救援任务的成功源于‘爱的力量’。所有人都在祝福这13人。”
他说，“（守在洞穴外等候的）父母们已经回家……他们之后可以在
医院透过玻璃隔断看望孩子”，还可通过医院电话与孩子们交谈。

球员家属阿迪萨·翁素赞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他的
儿子阿甲拉 14岁，与教练和 11名队友遇险后获救，“我想拥抱
他，告诉他我高兴”。

那名教练的亲戚安蓬·西猜威告诉美联社记者：“如果我见
到他，我想拥抱他，告诉他我非常想念他。”

按照卫生部官员的说法，接下来两天，如果医疗检测显示没有健
康危险，获救人员家属可以穿无菌服进入隔离区，保持两米距离探望。

教练获原谅

目前还不知道 25岁的教练艾格蓬为何带孩子们进入极其
危险的山洞，然而在面对几乎绝望的境地时，他表现出远远超
出他年龄的成熟和领导能力。

救援人员发现孩子们的身体状况相对良好，而身体最虚弱
的是艾格蓬，因为在这 9天中，他拒绝吃任何食品，将所有他们
随身带进洞穴的少量食品全部分给了孩子们。

在绝境中，艾格蓬带领孩子们用打坐冥想方式静静地等
待救援。他告诉孩子们不要喝洞内的积水，而要喝岩石上的
渗水。

当救援队找到孩子们后，艾格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12
名孩子家长写信，就他将孩子们带入山洞表示由衷的道歉。

虽然家长们对教练的行为十分愤怒，但他们仍然告诉艾格
蓬，“我们不怪你，我们支持你”。

一名孩子的母亲说：“如果不是你带着我们的孩子，不知他
们今天会是怎样。” 新华社特稿

闽浙赣湘：台风“玛莉亚”带来暴雨

今年第 8号台风“玛莉亚”11日 9时 10分
前后在福建省连江县黄岐半岛沿海登陆，登
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4级。10时，“玛莉
亚”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

“玛莉亚”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
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穿过福建北部，于
11日晚上移入江西境内，并减弱为热带低压。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说，“玛莉
亚”移动速度快、登陆强度强，裹挟狂风骤雨，
闽浙赣湘等地部分地区的暴雨或大暴雨，正是
由台风本体云系及其外围螺旋云带所带来的。

受台风“玛莉亚”及强降雨影响 ，为确保
铁路旅客运输安全，全国多地多趟铁路列车
停运和调整。铁路部门提示：已经从窗口购
票的旅客，30日内持车票（含当日）到车站窗
口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手续费。

京津冀部分地区近期多降雨

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1日白天到夜间京
津冀大部分地区出现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
大雨或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
水等对流天气。

“此次降雨特点表现为影响范围广，累计
雨量大，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北京市气象局
气象服务副首席吴宏议说，本次降水过程，主
要是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与西来槽
共同作用造成。

预报显示，北京地区 11 日下午到夜间
有大雨到暴雨，12 日早晨降雨逐渐减弱，
12 日上午趋于结束。13 日至 14 日，受台
风“玛莉亚”减弱后的残余环流的共同影
响，京津冀的部分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局
地有大暴雨。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南北大暴雨南北大暴雨 原因各不同原因各不同

台风台风““玛莉亚玛莉亚””福建沿海登陆福建沿海登陆
中央气象台11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1日20时至12日20时，福

建西部、江西、湖南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北京东南部、天
津中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江西中部、湖南东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局
部地区有大暴雨。

闽浙赣湘和京津冀部分地区都在下大雨或暴雨，但原因各不同、暴雨持续时间也
不相同。

7月10日，车辆和行人通过跨江大桥（无人机拍摄）。
7月10日，布拖县冯家坪金沙江“溜索改桥”项目基本建成，连接四川省布拖县冯家坪村和

云南省巧家县鹦哥村的一座跨江大桥历经两年半终于达到了通车条件。在过去20年里，“鹦
哥溜索”是周边群众走亲访友、就医、求学的必经之路。这是一座令外人望而生畏的高空溜索，
也是金沙江上最后的一座。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大桥飞架大桥飞架天堑变通途天堑变通途
金沙江告别金沙江告别““溜索时代溜索时代””

关注普吉游船倾覆事故

关注泰国洞穴救援

7月10日，在英国伦敦，士兵列队摆出“RAF 100”字样。
英国皇家空军10日在伦敦举行成立100周年纪念庆

典。 新华社发

英国皇家空军举行百年庆典
强降雨已致176人丧生70多人失踪

地方受灾不误喝酒日本政府挨批

7月11日，在福州市晋安区福
飞北路，粗壮的树枝被大风折断。

台风“玛莉亚”给福州市区带来
影响，造成部分电力设施和交通设
施受损，一些路段树木倒伏。

新华社记者 彭张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