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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 3日电 6 月 2 日至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带领
中方团队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带领的美
方团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就两国经贸

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就落实两国在华
盛顿的共识，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
行了良好沟通，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
展，相关细节有待双方最终确认。

中方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为了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愿意从包括
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增加进口，这对两国
人民和全世界都有益处。改革开放和扩
大内需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既定节

奏不会变。
中美之间达成的成果，都应基于双方相

向而行、不打贸易战这一前提。如果美方出
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
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

中方就中美经贸磋商发表声明

“俄罗斯、中国及其他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之所以能相互配合开展各领域合
作，是因为自上合组织创立伊始，各成员
国就致力于将上合组织地区建设成为以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指引的地
区。”俄罗斯总统上合组织事务特别代表
哈基莫夫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说。

哈基莫夫表示，中国自去年接任上
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后，为该组织提出了
内容丰富的发展规划，有力促进了各成
员国间合作，同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
动上合组织发展进入新阶段。俄罗斯和
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正为出席今年 6 月
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进行积极充分的准
备。

“在去年 6月举行的上合组织阿斯塔
纳峰会上，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
织成员国。此后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
接力棒交到中国手中，中国也由此承担
了不同于以往的重要任务——使新成员
国参加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领域合作。
为此，中国提出了大量建议，协助印巴两
国顺利融入上合机制，并发掘各成员国
潜力以促进上合组织进一步发展。”哈基
莫夫说。

他指出，上合组织负责处理所在地
区综合性事务，成员国合作范围涵盖政

治、经济、人文交流、民间往来等各领
域。同时，打击“三股势力”、维护上合组
织地区安全仍是上合组织当前重要任务
之一。

谈及上合组织内部合作主要特点
时，哈基莫夫说，这主要体现在上合组织
各成员国尊重彼此利益，并在协商一致
基础上处理问题。如果某成员国暂时不
能参与某项合作，其他愿开展这一合作
的成员国可先行落实合作规划，最初未
参与的成员国可晚些加入。

“一个国际组织面临各种问题很正
常，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都在积极努力地
工作，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不断前进的过
程中克服发展之路上所有困难。”哈基莫
夫说。

他还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相互理解、
密切协作，为上合组织带来了友好和相
互支持的工作氛围，这对上合组织发展
意义重大。俄中同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
国，自上合组织成立伊始就在该组织框
架下紧密合作，协同处理上合组织事务
已成为俄中关系广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

“俄罗斯和中国秉持‘上海精神’、共
同努力，使上合组织在处理地区和全球
性事务时充满自信、立场坚定，为上合组
织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威望。”哈基莫夫
说。 新华社莫斯科6月2日电

让“上海精神”指引上合组织地区发展
——访俄总统上合组织事务特别代表哈基莫夫

新华社北京 6月 3日电 记者 3 日从
国家税务总局获悉，针对近日网上反映有
关影视从业人员签订“阴阳合同”中的涉
税问题，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已责成
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
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行为，将严格依

法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将在已部署开展

对部分高收入、高风险影视从业人员依法
纳税情况进行评估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
强化风险防控分析，加大征管力度，依法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税务总局责成调查
有关演员“阴阳合同”涉税问题新华社青岛6月3日电 上海合作组

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将于 6月 6日正式开
放，为境内外媒体注册记者提供服务。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副
总指挥侯晓东介绍，新闻中心总建筑面积
约 3.5 万平方米。作为新闻中心主场馆，
媒体工作区域可使用面积为 10500 平方
米，可为 3000名注册记者提供完善服务；
场馆运行保障区域可使用面积为 4600 平
方米，可供 3000 余人的保障团队轮流值
守办公。

根据运行需要，新闻中心共设立取证
中心、咨询台、公共工作区、新闻发布厅、
会议采访、通信保障等 29个工作小组，职
能涵盖媒体接待、采访、通信、交通、医
疗、安全等全方位保障。

新闻中心 6月 6日和 7日运营时间为
8 时至 20 时，6 月 8 日为 8 时至 22 时，6 月

9 日和 10 日为 5 时至 24 时，6 月 11 日为 8
时至 18时。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具
有鲜明的特点，处处体现着节俭、环保、创
新、科技、特色的理念。”侯晓东说，新闻
中心没有新建场地，而是选在独具特色的
海尔全球创新模式研究中心，整体建筑时
尚、浪漫，独具青岛特色。

据了解，新闻中心的隔断搭建节能低
碳绿色环保，所有隔断均按场馆需求定制
生产，到现场快速拼装，不产生任何灰尘、
有毒有害气体及废弃物等。

在科技与创新方面，新闻中心通信建
设按照百兆桌面、千兆汇聚、万兆上联的
网络设计，应用大数据、智能化科技管控
系统确保有线、无线网络安全、稳定、高
速。广电设备、信号源均采用双备份，故
障发生时可瞬间切换至备份设备。

上合青岛峰会新闻中心
将于6月6日正式开放

新华社南京6月 3日电 长夜群星，
璀璨天地。在南京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长夜星空”展馆中，可以看到用多媒体
投影呈现出的烈士英容，与 LED 灯营造
出的星光交融，象征每位烈士散发信仰
之光，闪耀在革命道路上。

孙津川就是这“漫天星光”闪耀革命
道路中的一位烈士。1895 年，孙津川出
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工人家庭。14岁起
先后到南京、上海做工。1924年秋，孙津
川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彭干臣相识，并在
其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 8月经彭干臣等介绍，孙津川
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沪宁铁路工
人协进会委员。不久，中共吴淞机厂特
别支部成立，孙津川被选为特支书记。

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共中央
决定在上海举行工人武装起义。1926年
10月，孙津川按照党的要求，带领吴淞机
厂工人武装切断沪宁铁路，破坏北洋军
阀的后勤军需补给线，为上海工人第一
次武装起义创造条件。1927年 3月，孙津
川领导吴淞机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揭开
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序幕。3
月 28日，孙津川被选为沪宁、沪杭甬两铁
路总工会委员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津川往返
奔走于武汉、九江、上海等地，代表全国
铁路总工会接待和安置苏、浙、皖、赣等
省的流亡同志，秘密整顿并恢复各地铁
路工会和党组织。

党的八七会议后，孙津川被党派往
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在极其严
重的白色恐怖中，他着手整顿党的组织，
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和组织群众，坚
持地下斗争，准备武装暴动。

1928 年 7 月，孙津川因叛徒告密，身
份暴露而被捕。在狱中，国民党军警特
务妄图用高官厚禄和酷刑逼迫孙津川交
出党的机密和南京地下党的名单，但遭
到坚决拒绝。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

息的孙津川坚定地对敌人说：“要杀就
杀。枪毙我一个，还有十个；枪毙我十
个，还有百个。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你们
是杀不完的！”

1928 年 10 月 6 日，孙津川一路唱着
国际歌，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时年 33岁。

“大伯在我心里是个顶天立地的英
雄。1928 年他在雨花台牺牲，他对党的
信仰和忠诚为我们整个家族树立了光辉
的榜样。”孙津川烈士的侄女、年过八旬
的孙以智老人说，希望当下的青年一代
明白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不要忘怀烈
士们为此奉献的青春与生命，让烈士精
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孙以智老人从 47岁时开始担任南京
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校外辅导员，给孩
子们和雨花台参观者讲述烈士故事，已
坚持了 38 年。每年清明节，是她最忙的
时候，她要带着孩子们去雨花台扫墓。
雨花台松柏环抱，来访者都会在烈士纪
念碑前看到一块铜质铭牌，上面镌刻着：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会常来这里……

孙津川：革命者是杀不完的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66月月33日无人机拍摄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重庆6月 3日电 记者 3 日从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管
理局获悉，正在举行的中国（青海）藏毯国
际博览会上，重庆、广西、贵州、甘肃四省
区市与青海省签署《青海省加入共建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工作机制备忘
录》，标志着青海省加入共建“南向通道”
工作机制，“南向通道”合作范围得以进一
步扩大。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是中国和新加坡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
目。“南向通道”是在该项目框架下，中国
西部相关省份与东盟国家合作打造的国
际贸易物流通道。该通道利用铁路、公
路、水运、航空等运输方式，由重庆向南经
贵州等地，通过广西北部湾等沿海沿边口
岸，通达新加坡及东盟主要物流节点，比
经东部地区出海节约 15 天左右，已成为

西部地区便捷的出海通道。
2017年 8月，渝桂黔陇四省区市签署

了《关于合作共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
通道的框架协议》，制定了《关于合作共建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的协同办
法》，建立共商、共建、共享“南向通道”工
作机制。今年 4月 20日，渝桂黔陇四省区
市邀请青海省等 6 省份参加在渝召开的

“南向通道”2018年中方联席会议，并发出
了邀请兄弟省区共同参与“南向通道”建
设的“重庆倡议”。

“本次备忘录的签署，是落实‘重庆倡
议’的重要举措。”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管理局局长韩宝昌说，将推
动青海省先从工作机制层面上加入“南向
通道”朋友圈，为今后正式建立政府间更
高层面合作，以及推动企业联合运营奠定
基础。

青海省加入共建“南向通道”工作机制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合作范围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