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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阪6月29日电（记者陈

贽 霍小光 骆珺）国家主席习近平29

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阪举行会

晤。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

根本性问题、当前中美经贸摩擦以及共

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定向把舵，

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

中美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

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回顾中美建交

以来的40年，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都

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始

终未变，那就是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

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当

前，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

双方利益。中美两国虽然存有一些分

歧，但双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

阔，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

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总统先生多

次表示，希望搞好中美关系；你还表示

百分之百地赞同双方要相互尊重、互惠

互利。这是我们应该牢牢把握的正确

方向。双方要按照我同总统先生确定

的原则和方向，保持各层级交往，加强

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

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同习近平主席

再次会面。我对2017年对中国的访问

仍然记忆犹新，那是我最愉快的一次出

访。我亲眼看到了非常了不起的中华

文明和中国取得的非常伟大的成就。

我对中国没有敌意，希望两国关系越来

越好。我珍视同习近平主席保持良好

的关系，愿意和中国加强合作。特朗普

表示，美方将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确定

的原则和方向，努力工作，共同推进以

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美中关系，并

表示相信美中元首此次会晤将有力推

动美中关系发展。

关于经贸问题，习近平强调，从根

本上讲，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双

赢。中美双方存在巨大利益交集，两国

应该成为合作好伙伴，这有利于中国，

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全世界。中方有

诚意同美方继续谈判，管控分歧，但谈

判应该是平等的，体现相互尊重，解决

各自合理关切。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尊

严的问题上，中国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

利益。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之

间的分歧终归是要通过对话磋商，寻找

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解决。

习近平强调，中方希望美方公平对

待中国企业和中国留学生，保证两国企

业经贸投资正常合作和两国人民正常

交流。

特朗普表示，美方希望通过协商，妥

善解决两国贸易平衡，为两国企业提供

公正待遇。美方将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

加征新关税。希望中方能从美国增加进

口。美方愿同中方达成彼此都可接受的

贸易协议，这将具有历史意义。

两国元首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

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美方不再对中国

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两国经贸团队将

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特朗普表示，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

的学生。我一直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

国留学。

习近平阐述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

题上的原则立场。特朗普表示，我重视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美方继续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

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

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方支持美朝领

导人保持对话接触，希望美朝双方显示

灵活，相向而行，尽快重启对话，找到解

决彼此关切的办法。中方愿为此继续

发挥建设性作用。特朗普表示，美方重

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协调。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何立

峰，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

姆努钦等多位政府高级官员出席。

习近平同特朗普举行会晤

本报讯（记者黄鹭）近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

在长春会见德国驻华大使葛

策一行。

景俊海代表省委、省政

府，向葛策一行到访表示欢

迎。他说，吉林省高度重视

与德国的密切合作。去年，

吉林省代表团成功访问德

国，有力推动了中国一汽与

德国大众新一轮合作，取得

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吉林作

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向北

开放的重要窗口，当前正在

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深入

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加强开放性国

际合作，积极引入战略投资

者，打造开放合作高地。希

望双方站在新时代新起点

上，进一步强化战略对接，密

切合作关系，携手创新发展，

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汽车零部件、冰雪装备、通用

航空、精细化工、食品工业、

开通直航等领域寻找合作契

合点，扩大德国在吉投资，加

快项目建设，促进合作领域

更广、规模更大、效果更好。

葛策表示，将组织德国

企业到吉林考察投资，在汽

车产业、人工智能、航班直达

等方面与吉林加强合作，把

新技术、新模式、新经验带到

吉林来。

朱天舒等参加会见。

密切合作关系 携手创新发展
景俊海会见德国驻华大使葛策

本报讯（记者粘青 实习生王千硕
于小博）6月27日，省政协主席江泽林

到农安县哈拉海镇，就脱贫包保帮扶工

作进行调研。

江泽林来到哈拉海镇兴隆堡村村

部，了解村部现状和功能发挥情况；走

进兴隆堡村包保户初喜彦、刘贵金家

中，坐在炕上与他们亲切交流，“身体怎

么样？”“今年种了啥？”江泽林仔细询问

他们的身体状况、收入情况和存在的具

体问题，鼓励大家共同努力，战胜困难，

争取早日脱贫致富。得知两家的子女

今年参加了高考，江泽林勉励孩子们好

好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用勤劳的双

手改变家中贫困的生活现状，并叮嘱工

作人员，积极落实相关帮扶政策，不让

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江泽林在农安县召开座谈会，听取

长春市、农安县、哈拉海镇和长春市贸

促会包保兴隆堡村工作情况汇报。江

泽林对长春市、农安县、哈拉海镇脱贫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

重要战略部署。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一

系列推进脱贫攻坚的方针政策，省委、

省政府实施一系列帮扶举措。要把相

关政策广泛宣传到群众中、落实到工作

里，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

题，扎实推进精准脱贫各项工作，确保

完成脱贫包保帮扶任务。要把脱贫攻

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

依靠产业扶贫实现长期稳定致富。要

切实加大医疗扶贫、教育扶贫力度，进

一步提高脱贫质量，坚决打好打赢脱贫

攻坚战。

省政协秘书长肖模文参加调研。

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江泽林到农安县调研

本报讯（记者王超 实习生赵雅静）

“对残联系统的残疾人工作者来说，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

到密切联系残疾兄弟姐妹，积极为残疾

人发声，帮助残疾人解决实际问题。”省

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潘宏峰说，“我们

力戒形式主义，精心组织、扎实推进，确

保主题教育在省残联落地见效。”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残联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围绕总体实施方案，进一

步制定实施理论学习周、领题调研周、读

书分享活动等配套措施，将促进自学、述

学讲学、交流研讨等方式有机融合、统筹

推进，查找问题立行立改。机关团委还

组织团员青年参与党组织的学习，形成

了主题教育工作齐抓共管、高效有序、扎

实深入的良好局面。

省残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制定了

《主题教育理论学习周安排》，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主线，将中央和省委文件规定的内

容全面梳理为11个专题，并增加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

述和党内法规2个自选专题，领导小组

搜集资料，通过内部办公系统提供给大

家学习。学习会上开展讨论并组织两

次集中研讨会，制定了《主题教育读书

分享活动方案》，为各支部购买发放主

题教育类书籍，激发调动了党员干部自

觉学习热情，推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

实里走、心里走。

为了让主题教育入脑入心，省残联

开展了系列主题党日活动。6月4日，机

关各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到

东辽县金州乡双福村脱贫攻坚一线学习

参观；6月14日，赴四平开展主题教育现

场教学和专题教学，参观四平战役纪念

馆，重温入党誓词，增强理想信念。

6月17日至19日，领导班子成员深

入到深度贫困地区白城、大安、通榆、汪

清等地，了解农村贫困残疾人产业扶持

等助力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项目的落实

等情况，发掘基层残联脱贫攻坚特色举

措的同时，也解决了残疾人脱贫攻坚工

作中存在的困难。

潘宏峰表示，下一步，省残联将从

深化领题调研、开展“邀访·倾听”活动、

认真查找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立行立改

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方法、创新形式，把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4项重点措施贯通起来，有机融合，

统筹推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工作

的思路举措，转化为服务广大残疾人的

实际行动，确保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取得

实效。

积极为残疾人发声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省残联结合自身特点从严从实抓好主题教育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9日签署发布特赦令，根据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29日

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

犯予以特赦的决定，对九类服刑罪犯实

行特赦。

根据国家主席特赦令，对依据2019

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

正在服刑的九类罪犯实行特赦：一是参

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

战争的；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对外作战的；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过较大贡

献并获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的；

四是曾系现役军人并获得个人一等功以

上奖励的；五是因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

当，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

刑期在一年以下的；六是年满七十五周

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七

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

下的；八是丧偶且有未成年子女或者有

身体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子女，确

需本人抚养的女性，被判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九

是被裁定假释已执行五分之一以上假释

考验期的，或者被判处管制的。

国家主席特赦令同时明确，上述九

类对象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

特赦：一是第二、三、四、七、八、九类对

象中系贪污受贿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犯

罪，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

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

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贩卖

毒品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

动犯罪的罪犯，其他有组织犯罪的主

犯，累犯的；二是第二、三、四、九类对象

中剩余刑期在十年以上的和仍处于无

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三是曾

经被特赦又因犯罪被判处刑罚的；四是

不认罪悔改的；五是经评估具有现实社

会危险性的。

国家主席特赦令指示，对2019年6

月29日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经人

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予以释放。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之际对九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

新华社大阪6月29日电（记者李建
敏 郑晓奕）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

次峰会29日在日本大阪继续举行。国

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在讨论包容发展问题时，习近平指

出，中方赞同把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作

为推进包容发展的重要抓手。不久前在

北京成功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达成广泛共识和丰硕成果。我们要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开放、绿

色、廉洁的理念，致力于实现高标准、惠

民生、可持续的目标。最终目的是通过

全方位互联互通，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

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我们要

加强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对接。共建“一带一路”突出发展视角，

将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推

动国际社会各成员共同发展，已成为造

福各方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开放包容的国

际合作平台。我们欢迎所有感兴趣的合

作伙伴共同参与，携手做大互利共赢的

“蛋糕”，将在国际社会共同愿景和普遍

共识基础上，继续推进政策沟通对接以

及务实合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

续、平衡、包容增长作出贡献，实现各国

高质量发展和共同繁荣。

当地时间29日下午，峰会闭幕。

刘鹤、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6月29日

傍晚，在结束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后，国家

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

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29日下午，习近平离开

大阪启程回国。

结束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习 近 平 回 到 北 京

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程权同志（离休干部，享受副

省长级医疗待遇），因病于

2019年6月18日7时在长春去世，享年

97岁。

程权同志是安徽芜湖人，汉族，

1938年 6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

共辽源市委组织部部长、副书

记，中共吉林省直属机关党委

副书记，长春市轻工业局副局长、局长，

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程 权 同 志 逝 世

6月1日，国际儿童节。

这一天，吉林火车站迎来了一批特

殊的小客人——他们是来自地处山区的

吉林市丰满区江南乡中心小学的学生，

大部分没出过远门。吉林站的工作人员

为这些很少坐火车的孩子们送上了一份

特殊的节日礼物——参观火车站。

江南乡中心小学是一所乡村小学，

全校117名学生中有55名没有乘坐过

火车，甚至还有的孩子没见过火车。

下午3点，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30多名身着绿色校服、头戴小红帽的小

学生排着队缓步走进吉林站东进站

口。难掩兴奋之情，孩子们小脑瓜不停

转动，盯着站内设施研究着。自动售票

机、自动验票闸机……每一样都是新玩

意，让同学们目不暇接。不一会，孩子

们七嘴八舌地低声讨论道：“原来火车

站这么大啊，和电视里演的一样。”“进

站竟然不用人值班，而是用电脑拍摄人

的脸部！”“检票也是机器操作呀。”

让同学们更感兴趣的当属走上列

车亲身体验的环节了。在吉林站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孩子们登上了G384次

列车。“高铁的椅子竟然能转方向！”“火

车里还有专门吃饭的地方！”

“大家看这个车上的字母代码是G

开头的，这就是一个‘高’字头的车。

‘高’字头运行速度在每小时250公里

以上，但是长春到吉林间最快运行速度

不能超过每小时200公里……”工作人

员一边介绍，一边鼓励大家感受高铁座

椅。在绿皮火车（普快）的卧铺车厢内，

孩子们看到了和动车截然不同的内

饰。随后，工作人员向学生们介绍了吉

林站的发展史。

当天中午，车站工作人员还给孩子

们送去了各种各样的图书，对孩子们进

行了安全讲解，捐赠了动车、普速列车

的模型。

“孩子的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

我们铁路部门愿意通过力所能及的努

力，让更多偏远山区的孩子走出大山，

开拓视野。”吉林站相关负责人说，未

来，他们还会与更多的乡村学校联手

举办类似活动，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

的世界。

孩子们的兴奋劲儿，江南乡中心小

学校长滕玉莲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

她说：“学校30%左右的学生是留守儿

童，很少有机会出远门。我们通过各种

形式的活动让孩子们走出大山，开阔视

野，增强他们学习的动力。”

献给孩子们的礼物
——来自吉林火车站的蹲点日记（一）

本报记者 毕玮琳 温月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在长春会见德国驻华大使葛策。 本报记者 邹乃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