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联合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P(2018)10号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周画路轧钢厂南侧地块一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
编号

P（2018）
10号宗

地

土地
位置

赤壁市
赤马港
办事处
周画路
轧钢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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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备注：P（2018）10号宗地的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市城乡规划局出具的赤城规条字[2015]11
号《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周画路轧钢厂南侧地块规划条件》和《关于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周
画路轧钢厂南侧地块用地面积调整的情况说明》为准。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
并按《拍卖出让须知》中要求提供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
绍：地块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
地公开展示，赤壁市土地储备交
易中心与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对本次拍卖出让不另行专门组织
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
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领取拍卖文件与报名的
时间与地点：申请人可于2018年
4月27日至2018年5月16日16
时前到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或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获
取拍卖文件及报名。

六、竞买资格确认：申请人应
于2018年4月27日至2018年5
月16日16时前到赤壁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或湖北中成
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8年5月16日16时（以实际
到账时间为准）前。经审查，申
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并
具备申请条件的，湖北中成拍卖
有限公司将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拍卖时间地点：定于2018
年5月17日上午10时50分在赤壁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赤壁市河北
大道391号）二楼会议室举行。

八、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
变更，将在有关媒体刊登变更公
告，届时以变更公告和拍卖出让
文件的内容为准。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赤壁市瑞通大道

国土资源局九楼
联系电话：0715-5889579
联系人：石先生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咸宁市温泉邮电

路特1号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715－8130288
18107151110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

财政专户
开户行：湖北赤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账 号 ：8201 0000 0001

39074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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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工作力量，根据《关于印
发〈关于在全市复转军人等人员中组织开展“村（社区）干部培养选聘千人计
划”的方案〉的通知》（咸组通〔2018〕18号）要求，决定开展咸宁市2018年从复
转军人等人员中选聘优秀人员到村（社区）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名额
2018年，咸宁市公开选聘村（社区）工作人员1077人。有关县（市、区）

选聘计划详见《咸宁市2018年选聘村（社区）工作人员计划表》。
二、选聘对象和条件
（一）选聘对象
全市复转军人、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回乡大中专毕业生、机关事业单

位干部等领域人员。
（二）选聘条件
1.政治素质好，拥护党的领导，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热爱基

层工作，热心服务群众，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服从组织安排；
2.年龄一般为45周岁以下(1973年6月1日以后出生)，其中机关事

业单位干部（含退休干部）不作年龄限制；
3.一般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4.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下列人员不得参加选聘：现任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有曾受过

刑事处罚和被开除公职，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机关审查尚未作出
结论，受处分期间或未满影响期限，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人
员。

（三）选聘岗位及时间
选聘对象担任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选聘对象须为中共正式党

员）或村（居）委会主任助理。
选聘时间为一年(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日)。
三、选聘方式及程序
1.组织报名。报名时间为4月25日至5月8日。采取个人自荐、群

众推荐和组织推荐等形式开展报名工作。报名人员须填写“2018年从
复转军人等人员中选聘优秀人员到村（社区）工作报名登记表”（附件
2）,同时，须携带身份证、毕业证、户口本等有关证明材料（其中复转军人
还须携带相关退役证明，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报名须提供单位书面同意证
明），到现户籍所在乡镇（街道）报名。其中，属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报名人
员的，到县（市、区）委组织部、咸宁高新区工委报名。

2.资格审查。乡镇（街道）党委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初审，重点审查

报名人员的基本信息、个人履历、适岗情况等内容，审查情况报县（市、
区）委组织部。

县（市、区）委组织部对所有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征求纪检、公
安、计生等相关部门意见（其中复转军人还应征求民政部门意见）后，审
核结果向报名人员反馈。

3.择优选聘。乡镇（街道）党委对通过资格审查人员进行考察，根据
年龄、学历、奖励、党龄、能力表现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比选（岗位报名
人员较多的，可采取竞争性选拔的方式进行比选），经乡镇（街道）党委研
究后，择优提出拟选聘对象人选，于5月22日前报县（市、区）委组织部
审核。

县（市、区）委组织部于5月28日前将审核意见及拟选聘对象人选
报市委组织部。

市委组织部审核后，由县（市、区）组织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的，由乡
镇（街道）与选聘对象签订协议。

4.培训上岗。6月上旬，依托南鄂党支部书记学院，分县（市、区）组
织选聘对象开展岗前培训，培训后到岗工作。

四、选聘待遇及保障措施
对选聘到村（社区）工作的人员，参照当地村（社区）副职干部标准发

放工作报酬，经费由县（市、区）财政负担。其中，选聘对象为机关事业单
位干部的，到村（社区）工作后，在原单位的工资福利等待遇不变，另按照
相关规定发放适当补贴。在村（社区）工作优秀的，列入“乡村振兴人才
支持计划”，择优就地或交流使用。

五、有关要求
此公告由市委组织部负责解释说明，各县（市、区）党委组织部、咸宁

高新区工委成立专班，负责做好所辖乡镇（街道）选聘优秀人员到村（社
区）工作有关事宜。

报名咨询电话：咸宁市委组织部：0715-8126242；咸安区委组织
部：0715-8334449；嘉鱼县委组织部：0715-6355886；赤壁市委组织
部：0715-5335363；通城县委组织部：0715-4325623；崇阳县委组织
部：0715-3399240；通山县委组织部：0715-2365173；咸宁高新区党群
工作部：0715-8209178。

选聘村（社区）工作人员计划情况以及报名登记表可登陆咸宁新闻
网（http://www.xnnews.com.cn/）查询下载。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
2018年4月25日

咸宁市2018年从复转军人等人员中选聘优秀人员到村（社区）工作公告

备注：地块规划以赤壁市城乡规划局出具的地
块规划设计条件为准。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竞买人参加竞买须提出
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
资料（具体细则详见竞买须知）。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增
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
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泉盛拍卖有限

公司对本次拍卖出让不另行专门组织现场踏勘和地
块情况介绍，申请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本次拍卖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文
件》。申请人可于2018年4月27日至2018年5月
29日16时前到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或湖北泉
盛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文件》。

六、申请人应于2018年4月27日至2018年5月

29日16时前到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或湖
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
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 16时整（以到账为
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泉盛拍卖有限
公司在2018年5月29日17 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8
年5月30日上午10时30分在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赤壁市河北大道391号）二楼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1、联系方式
（1）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赤壁市瑞通大道国土资源局9楼
联系人：石先生
联系电话：0715-5889579
（2）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A座19层
联系人：喻女士
联系电话：0715－8278999 13545575552
网址：www.hbqspm.com
2、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银行：赤壁市工行营业部
账号：1818050119200062392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4月27日

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有关规定，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受赤壁市国土资源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
易中心联合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以拍卖方式出让赤壁市P[2018]06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
编号

赤壁市P【2018】
06号

地块
位置

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夏
龙铺社区南港大道与兴
业路交叉口东北侧

土地
面积（㎡）

50501.31（合
75.75亩）

土地
用途

商住

容积率

＜2.8

规划指标
建筑
密度

＜25%

绿地率

＞30%

建筑
限高

＜80米

出让
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竞买保证
金（万元）

4540

起拍价
（万元）

9090

新华社武汉4月2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6日下午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
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
重大战略。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
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
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
能、自我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加强改革创
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济带
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组长
韩正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为了开好这次座谈会，4月24日至
25日，习近平先后在湖北省委书记蒋超
良、省长王晓东，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省
长许达哲陪同下，深入湖北宜昌市和荆州
市、湖南岳阳市以及三峡坝区等地，考察
化工企业搬迁、非法码头整治、江水污染
治理、河势控制和护岸工程、航道治理、湿
地修复、水文站水文监测工作等情况，实
地了解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情况。

24日中午，习近平一下飞机，就到兴
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园，察看化工企
业搬迁、改造以及码头复绿情况。兴发
集团是全国最大的精细磷化工企业，也
是三峡库区最大的移民搬迁企业。集团
园区内原来临江建设的生产设施和码头
已经搬迁和拆除，腾出岸线950米，退让
用地800多亩，并完成全面绿化。搬迁复
绿现场摆放的一块块展板，展示了湖北
省和宜昌市化工企业搬迁、污染整治总
体情况。习近平仔细听取汇报，不时就
有关问题同地方负责同志交谈。他走进
集团中控室，通过大屏幕实时察看企业
生产车间运转情况，听取企业实施技术
改造和产业升级、规划建设循环产业情
况汇报，并同现场技术人员亲切交谈。
习近平还步行到沿江码头坡道，实地察
看沿江设施拆除、码头复绿、排污口整治
情况。他强调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一定要保护好。企业是长江生
态环境保护建设的主体和重要力量，要
强化企业责任，加快技术改造，淘汰落后
产能，发展清洁生产，提升企业生态环境
保护建设能力。要下决心把长江沿岸有
污染的企业都搬出去，企业搬迁要做到
人清、设备清、垃圾清、土地清，彻底根除
长江污染隐患。要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
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搞
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
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24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三峡坝区，察

看三峡工程和坝区周边生态环境。三峡
工程举世闻名，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和综合效益最广泛
的水电工程。在三峡大坝坝顶，习近平
举目远眺，气势磅礴的坝体、水波荡漾的
江面、郁郁葱葱的江岸尽收眼底。在介
绍三峡工程发展历程、综合效益、科技创
新的图片和数据展板前，习近平听取三
峡集团负责人汇报，并就三峡工程发展
有关问题同大家讨论。随后，习近平来
到大坝左岸坝首，听取长江生态环境修
复和珍稀植物保护情况介绍。习近平走
进珍稀植物示范园，园内草木茂盛、花团
锦簇，他亲手给新栽的一棵楠木树培土、
浇水。远山如黛，细雨霏霏。习近平顶
着小雨先后来到双线五级船闸三闸首、
升船机平台，了解航运管理等情况。

三峡水电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水电站，电能昼夜不息送往华中、华
东、广东等地。习近平来到大坝左岸电
站，察看发电机组运行情况，了解三峡电
站发电效益和电网安全监控等情况，并
同技术人员、劳动模范、工作人员代表亲
切交流。电站外，闻讯而来的企业员工
围拢到总书记身边，欢呼着向总书记问
好。习近平深情地对大家说，三峡工程
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自
力更生创造出来的，看了以后非常振
奋。三峡工程的成功建成和运转，使多
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
变为现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
的重要标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
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典范，是中
国人民富于智慧和创造性的典范，是中
华民族日益走向繁荣强盛的典范。真正
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
要靠自己拼搏。13亿多中国人民要齐心
合力、砥砺奋斗，共圆中国梦！

25日一大早，习近平前往荆州市荆
州港码头乘船，沿江察看两岸生态环境
和发展建设情况。途中，习近平分别听
取湖北省和荆州市关于非法码头整治情
况汇报，听取交通运输部关于长江航运、
航道治理情况和水利部关于河势控制、
护岸工程情况汇报。

下午3时许，轮船抵达荆州石首港，
习近平登岸乘车前往湖南省岳阳市君山
华龙码头，察看非法砂石码头取缔及整
治复绿、湿地修复情况。君山华龙码头
地处长江干流河滩，这个曾经污水横流
的非法砂石码头，经过整治复绿、湿地修
复，面貌焕然一新。习近平走进东洞庭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站，察看
实时监测系统。湿地里芦苇成荫，江水
中江豚腾跃，一片勃勃生机。他说，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艰
巨任务，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当
务之急是刹住无序开发，限制排污总量，

依法从严从快打击非法排污、非法采砂
等破坏沿岸生态行为。绝不容许长江生
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继续恶化下
去，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
丽的万里长江！

在岳阳市，习近平还考察了城陵矶
水文站，了解长江湖南段和洞庭湖流域
水资源综合监测管理、防灾减灾情况。

26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深入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国家发展改
革委主任何立峰、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
杰、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水利部部长
鄂竟平、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湖北省委
书记蒋超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等7位同
志先后发言，从不同角度汇报工作体会，
提出意见和建议。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
要讲话。他强调，总体上看，实施长江经
济带发展战略要加大力度。必须从中华
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
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
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
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习近平指出，两年多来，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做了大
量工作，在强化顶层设计、改善生态环
境、促进转型发展、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等
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也要清醒
看到面临的困难挑战和突出问题，如对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仍存在一些片面认
识，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生态环境协
同保护体制机制亟待建立健全，流域发
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有关方面主
观能动性有待提高。

习近平明确提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5个关系。

第一，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
破的关系，全面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修复工作。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前提
是坚持生态优先。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
和长江流域系统性着眼，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等生态要素，实施好生态修复和环境
保护工程。要坚持整体推进，增强各项措
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防止畸重畸轻、单
兵突进、顾此失彼。要坚持重点突破，在
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
主要方面，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
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
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

第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
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
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推动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
山银山的关系。这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推进现代化建设
的重大原则。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

关系。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
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能把生
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割裂开来，更不
能对立起来。

第三，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
功的关系，坚定不移将一张蓝图干到
底。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一个系统工
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做好顶层
设计，以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抓成效。
要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贯彻落实，结合实施情况及国内外发展
环境新变化，组织开展《规划纲要》中期
评估，按照新形势新要求调整完善规划
内容。要对实现既定目标制定明确的时
间表、路线图，稳扎稳打，分步推进。

第四，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
动能的关系，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
能、可持续性。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动力转换，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壮士断腕、刮骨
疗伤的决心，积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能，
破除无效供给，彻底摒弃以投资和要素投
入为主导的老路，为新动能发展创造条
件、留出空间，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第五，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
展的关系，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
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长江经济带作
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等
多个方面，要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正确把
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长江经
济带的各个地区、每个城市在各自发展
过程中一定要从整体出发，树立“一盘
棋”思想，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有机
融合，形成整体合力。

习近平强调，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总体部署和工作安排，加强组织
领导，调动各方力量，强化体制机制，激发
内生动力，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抓铁有
痕、踏石留印，把工作抓实抓好，为实施好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而共同奋斗。

韩正在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的重要战略思想，深刻认识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重大意义，强化共抓大
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突出工
作重点，以持续改善长江水质为中心，扎
实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
保护“三水共治”。要加强系统治理，加强
入河排污口监测体系建设，联动实施断面
水质监测预警，强化共抓大保护的整体
性。要完善体制机制，发挥区域协商合作
机制作用，建立健全生态补偿与保护长
效机制，强化共抓大保护的协同性。

丁薛祥、刘鹤、何立峰以及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区市
负责同志陪同考察并参加座谈会。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工信部
新闻发言人黄利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一季度工业通信业延续稳中
向好态势，稳的基础牢固，进的步伐稳
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速，新动能加

快培育成长。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1.9%
和7.9%。

黄利斌说，稳主要表现在工业生产

形势总体稳定。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与去年同期持平。前两个月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1%，实现了增长和效益同步。

新动能加快培育成长。一季度，符

合转型升级方向的智能、绿色、高端产品
快速增长，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分
别增长15.2%和29.6%。城市轨道交通、
通信设备等中高端制造业投资增速均超
过70%。

一季度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稳中向好

伊朗

抨击美企图背弃伊核协议
据新华社德黑兰4月26日电 伊朗总统鲁哈尼发表

讲话，抨击美国企图背弃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以及干涉中东
事务的行径。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鲁哈尼当天在伊朗北部
城市大不里士的一场文化活动上发表讲话说，美国等西方
国家在决定是否背弃伊核协议之前，应当反省过去两年来
自己是“如何履行协议、遵守诺言的”。

根据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有关各方达成的伊
核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制
裁。不过，特朗普今年1月宣布，“最后一次”延长美国对伊
朗核问题的制裁豁免期，他将5月12日定为修改伊核协议
的最后期限，扬言如果届时没有令他满意的修改方案，美国
将退出伊核协议。

叙利亚

对“伊斯兰国”据点持续打
击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4月26日电 叙利亚军方告诉新
华社记者，叙政府军在大马士革南部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
行动持续推进，目标是将这一极端组织从该地区完全清除。

记者当天在紧邻交战前线的加达姆区的一个制高点
看到，政府军对哈杰尔艾斯沃德镇、耶尔穆克难民营两地
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炮击。

“伊斯兰国”武装24日向大马士革城区多地发射炮
弹。叙利亚通讯社援引大马士革警察总局的消息说，大马
士革纳赫尔艾沙区一市场当天落入炮弹，5人在爆炸中死
亡，另有22名平民不同程度受伤。

美法

考虑就伊核问题制定新协议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6日电 正在美国访问的法国

总统马克龙在华盛顿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就伊
核协议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希望能就伊朗核问题制定一
项“新协议”。

马克龙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4日，马
克龙在白宫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他在伊核协议问题上
与特朗普的“出发点与立场”都不相同。自己不赞成撕毁
伊核协议，虽然该协议并不“充分”，但至少在2025年前可
以管控伊朗核力量。

马克龙说，他与特朗普在会谈中讨论了未来针对伊朗
制定一项“新协议”，除现有伊核协议内容外，还需确保伊
朗在2025年后不发展核力量，不研发弹道导弹，并阻止伊
朗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

特朗普表示，美法双方期待就伊核问题采取“有力”的
行动。

欧盟

要求加入诉美关税案磋商
据新华社日内瓦4月26日电 根据记者从世界贸易

组织获得的文件，欧盟已于近日向世贸组织表示，请求加
入中方日前针对美国钢铝关税提起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机制下的磋商。

欧盟近日向世贸组织递交文件，称美方采取的关税措
施对欧盟的钢铝产品销售和出口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而磋商
结果也将涉及欧盟的主要贸易利益，因此请求加入磋商。

欧盟在文件中表示，美国对欧盟的钢铝关税豁免期如果
无法延长，美国关税政策将对欧盟出口构成“巨大损害”。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8日宣布，由于进口钢铝产品危
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
25％和10％的关税。3月22日，美国表示将暂时豁免对欧
盟、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韩国等经济
体的钢铝关税，豁免期将于5月1日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