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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晋江：

传统鞋纺产业
整合聚力助发展

在位于福建省晋江市的柒牌时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党建示范车间，工人在瑞典进口的
ETON自动化吊挂西服生产线旁做工间操。

近年来，传统鞋纺产业基地福建省晋江市一
方面打造集聚平台，整合优化产业资源，放大核
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坚持以人
为本，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为员工实际利益
着想，打造温馨的职工之家，提升企业内部凝聚
力，促进传统鞋纺产业做大做强。

新华社 发

许超凡，男，中国银行广东
省开平支行原行长，涉嫌贪污
挪用中国银行资金 4.85 亿美
元，2001年外逃美国，国际刑警
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经中美
执法部门合作，许超凡于 2003
年被美方羁押，并于 2009年在
美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
领导下，中央追逃办统筹各方
力量，发挥外交、司法、执法、反
洗钱和反腐败等部门和广东省
作用，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开展
了长达十多年的追逃追赃工
作。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
组反腐败工作组将许超凡案确
定为两国重点追逃追赃案件，
双方密切协作，全力推进。在中

美执法合作强大压力和政策感
召下，许终于接受遣返安排。截
至目前，办案单位和中国银行
已从境内外追回许涉案赃款20
多亿元人民币。

许超凡被成功遣返是中美
反腐败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
也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从
境外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有逃必
追、一追到底，加强反腐败综合
执法国际协作，持续强化对腐
败犯罪分子的震慑。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
将进一步加大与有关国家的合
作力度，将追逃追赃天网织牢
织密，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外逃
腐败分子。

据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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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任
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于文明为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局长；任命余艳红
（女）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

局长。
免去胡静林的财政部

副部长职务；免去杨国中的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
务。

国务院任命于文明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曾志权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新华社电 广东省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曾志权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

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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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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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1日
从工信部获悉，针对社会反映
的手机不明扣费等问题，工信
部要求基础电信企业下月起
以短信方式按月向用户主动
推送通信账单信息。

针对骚扰电话问题，工信
部已联合十余个相关部门制
定了专门方案，近期即组织开

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
动，加强通信业务和资源管理，
严控骚扰电话传播渠道，增强
技术防范能力，加强骚扰电话
的预警、监测、识别和拦截。

工信部表示，对媒体报道
所涉灰色利益链条上的相关
违法违规行为，工信部将积极
配合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置。

工信部要求电信企业

向用户按月推送账单信息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
仍有1人生死不明

打捞“凤凰”号
仍需时日

据新华社电 泰国普吉府府尹诺拉帕
11日在游船翻沉事故救援情况记者会上说，
截至当天，事故已造成 46人死亡，其中 45具
遗体完成打捞，另有1具遗体被船体压住。此
外仍有1人下落不明。

诺拉帕说，目前已有43具遗体完成身份
认证，被证实为中国公民。他还证实，普吉府
将向每名遇难者赔付 210万泰铢（约合 43万
人民币）。

泰国海军第三舰队副总指挥乍龙蓬表
示，当天将继续尝试打捞被“凤凰”号船体压
住的 1具遗体，也正在根据洋流方向搜救下
落不明的1人。

泰国海事厅第三区海事办公室主任普
利帕表示，因“凤凰”号船体为本次事故的重
要证据，对“凤凰”号船体的移动将会十分慎
重。目前需首先与船主公司协调一致，之后方
可购入相关设备进行打捞，预计耗时在25日
以上，具体时间视天气情况决定。

另据普吉府警察局局长提拉蓬介绍，目
前案件仍在调查中，已逮捕相关责任人，并
传唤船主公司员工等人员进行证据收集。针
对“懒猫”公司员工彭大迁被逮捕一事，他回
应称，彭大迁在事故发生后救人的行为值得
赞赏，但他作为“艾莎公主”号经理对事故的
发生有一定责任，因此遭到逮捕。

日本暴雨遇难人数
升至176人
安倍:认定为重大灾害

据新华社电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 11
日在东京记者会上公布，截至目前，日本西
部暴雨灾害已经造成176人死亡。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天抵达灾区，他在
冈山县仓敷市视察情况后强调，政府将尽快
把此次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国家将为灾
区重建提供资金援助，希望受灾群众能早日
恢复正常生活。

11日，部分灾区仍有雷雨天气。此次受灾
最为严重的广岛县内数个水塘因流木、沙土
堵塞而有决堤风险，该县福山市和东广岛市
当天相继对危险地区住户发布了避难指示。

据日本媒体 11日报道，受此次暴雨影
响，日本15个府县共有7200人到政府指定避
难所避难，24.4万户家庭断水，仅冈山一县就
有 1.4万栋房屋浸水。这是日本近 30年来损
失最为惨重的暴雨灾害。

11 日，在日本广岛地区，工程人员清理
被泥石流淹没的道路。 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电 记者11日从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
共享单车破产第一案——小鸣
单车破产案已进行债权统计，
确认的有效债权共 118881笔，
债权金额共 5540多万元；小鸣
单车账户资金仅剩存放于微信
账号上的 35万多元，不足以清
偿所有债务。

据介绍，小鸣单车经营管
理方——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悦骑公司先后在全国 10多
个城市投放共享单车超过43万
辆，收取用户押金总额8亿元。

2017年底，小鸣单车开始
出现用户押金不能及时退还的
问题，部分用户向广州中院提
出对悦骑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
申请。广州中院于 2018年 3月
27日受理裁定，悦骑公司正式
进入破产程序。

根据法院公告，悦骑公司的
债权人可于2018年6月27日前
在微信上进行债权申报。截至债
权申报期满，小鸣单车用户有效
申报的债权 118738笔，申报的
债权金额普遍在200元左右，供
应商申报的债权 28笔，职工债
权115笔，共计118881笔。

据破产案件管理人负责人
倪烨中律师介绍，在调查中发
现，悦骑公司与其他公司存在以
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
行为。管理人已提起衍生诉讼，
要求关联交易方返还悦骑公司
超额支付的预付款，并赔偿关联
交易所造成的价差损失，广州中
院也受理了管理人的诉请。

据悉，管理人正在联系有
关企业回收散落在各地的小鸣
单车，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愿意回收全国的小鸣单
车，但从整体报价情况来看，能
收回的资金有限。

小鸣单车账户金额
仅剩 万多元

破产案债权人
超11万人35

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
受贿内幕交易案一审开庭

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
许超凡被从美国强制遣返

1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许超凡（中）被强制遣返回国。 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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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美方公布拟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产
品加征关税清单

中方将作出必要反制
商务部:我们对此表示严正抗议相关新闻

11日，在中央反腐败

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

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

在中美两国执法等部门通

力合作下，外逃美国 17年
之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许

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

伊朗油罐车
与客车相撞
造成至少13人死亡

据新华社电 伊朗西部库尔德斯坦省
11日发生一起油罐车与客车相撞事故，造成
至少13人死亡、多人受伤。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事故发生
在11日凌晨，一辆开往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大
型客车从库尔德斯坦省省会城市萨南达季
长途车站驶出后发现路边有散客等待，客车
刚刚停下，后面高速行驶的一辆油罐车突然
撞向客车尾部。剧烈撞击导致两车爆炸起
火，还引燃了周边的3辆车。

报道说，事故造成包括12名乘客和油罐
车司机在内的13人当场死亡。

当地警方仍在对撞车原因进行调查。

7月10日，在英国伦敦，战斗机在空中摆
出“100”字样，庆祝皇家空军成立 100 周年。
当日，英国皇家空军在伦敦举行成立100周
年纪念庆典。 新华社 发

英国皇家空军
举行100周年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