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联储

贸易争端升级将威胁美国经济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23日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近日公布的货币政策例会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
认为国际贸易争端升级将构成重大经济下行风险。

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一致认为，当前贸易争端
和美国政府提出的贸易政策已成为经济风险和不确
定性的重要来源。如果爆发大规模、长时间贸易争
端，将对市场信心、投资支出和就业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对进口产品广泛加征关税还将削弱美国家庭的
购买力，并带来生产率下降、供应链中断等负面影响。

纪要说，当前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已导致部
分美国企业缩减或推迟投资计划。如果贸易紧张局
势短期未见好转，将会有更多企业减少资本投入和招
聘。在农业领域，受贸易紧张局势影响，部分种植业
和畜牧业产品价格显著下跌。

纪要还显示，如果未来经济数据继续向好，美联
储可能进一步加息。但美联储官员也警告，国际贸易
争端升级将对美国实体经济构成重大下行风险，并给
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挑战。

俄罗斯

美国对俄新制裁没有意义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23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近日说，美国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没有意义。
根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官网当天发布的消息，普

京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当天在俄罗斯索契会晤，并在
会晤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俄罗斯针对
美国对俄新制裁持何态度，普京说，美国对俄罗斯的
制裁适得其反，并且没有意义。

普京同时对7月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与美
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持肯定态度，认为那次会晤是有
益的。他说，没有人指望两人在两个小时的会晤中解
决所有问题，但特朗普与他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种直接对话向来有益。

美国先前以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
举、干涉乌克兰东部问题和俄前情报人员在英国中毒
事件等为由，对俄相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多轮制裁。美
国财政部２１日又以规避或违反美国制裁禁令为由，
宣布对与俄罗斯相关的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叙利亚

谴责美英法有关化武袭击声明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8月23日电 叙利亚官方媒

体近日报道，叙方强烈谴责美英法三方有关化学武器
袭击的联合声明，称声明是“对恐怖分子武装的持续
支持”。

叙利亚通讯社援引叙外交部消息人士的话说，声
明的主要目的是将反对派武装使用化学武器合理化，
延长针对叙利亚的战争，并支持“在叙政府军取得一
系列压倒性胜利后分崩离析的恐怖组织”。该消息人
士同时强调，叙利亚不拥有化武。

叙通社同时报道说，被叙政府列为恐怖组织的
“白头盔”正与“恐怖组织”协调，计划在反对派组织集
中的叙西北伊德利卜省“导演一场化武袭击”。

21日，美国、英国、法国发表联合声明，警告称其
将“适当”回应叙政府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声
明同时表示，三国“严重”关切叙政府军在伊德利卜省
可能的军事行动。

4月7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古塔地区的杜马
镇据称发生“化武袭击”事件。叙利亚政府坚决否认使用
化学武器的指责。美国东部时间4月13日晚，美国联合
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进行“精准打击”。

古巴与朝鲜

对彼此关系发展表示满意
据新华社哈瓦那8月23日电 古巴国务委员会

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近日与到访的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举行会晤。双方对两
国人民、党、政府之间良好关系不断发展表示满意。

据当地官方媒体报道，崔龙海此次以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特使身份访问古巴，并分别向古巴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和迪亚斯－卡内
尔转交金正恩的信件。双方在会晤中对涉及共同利
益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信件和会晤具体内容并
未透露。

据此前媒体报道，崔龙海还在本月15日与古巴国
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尔德
斯·梅萨举行会见。双方强调了两国政府和人民、两
党之间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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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队员
庆祝胜利

8月23日，中国队球员庆祝胜利。
当日，在第18届亚运会女子排球B

组小组赛中，中国队以 3 比 0 战胜韩国
队。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武汉8月23日电 23日，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长江
航务管理局在武汉签署《共抓长江保护 力
推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18-2020年）》，
两部门围绕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长江
大保护，将在长江河道采砂、岸线管理、信
息数据共享、防洪调度、港口码头等多个重
要领域加强合作。

根据行动方案，长江委和长航局将
共同推进8项重点工作，落实20项具体
工作措施，到2020年实现绿色发展8个
方面的目标，即长江水环境得到有效保
护、河道采砂秩序稳定向好、长江干线岸
线有序利用、长江河道与航道治理有序
推进、联合调度协作逐步强化、长江干流
涉水事务监管执法高效有力、信息共享

机制稳步建立、技术协同与融合日益深
化。

记者从23日的签约仪式上了解到，
作为水利部和交通运输部两部委派驻机
构，2002 年以来，长江委和长航局就陆
续开展合作，且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2
年在河道采砂和水利航运等方面签署合
作协议。而这次合作在以往基础上，从

广度、深度和程度等方面做出了很大提
升和加强。

此次的行动方案实打实地拿出了保障
合作目标实现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了联
席会议制度，制定了具体对应部门的任务
分工表，并强化监督考核，将各项工作任务
落实情况纳入双方各单位的年度目标考核
中。

长江委和长航局签署行动方案

将在采砂、岸线管理等多方面加强合作

蒲圻办事处

蒲圻办事处党委历来注重国防
建设，在今年的征兵工作中严把体
检、政审关，注重抓好征集优质兵
员，抓好征兵工作过程中的每个环
节，确保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

为确保兵员质量达到上级征兵
部门的要求，蒲圻办事处党委明确
指出：征兵过程中，任何人、任何部
门和单位不打招呼，不走后门，不说
情，不降低标准，严格按照市征兵体
检小组医务人员的要求，从严对78
名进站的青年进行“眼科、耳鼻喉、
听力、外科、内科、胸透、B超、检验”
等科目检查。经过严格的身体体

检，32名青年身体条件符合应征入
伍要求；11名应届高中毕业准备考
入军校的学生已经完成了初审。

为确保预备入伍人员的政治思
想过硬，蒲圻办事处征兵办积极与
赤壁市公安、卫生、教育及各村社区
联动，信息共享。积极深入到应征
对象所在的村组进行调查走访，对应
征对象的现实表现、年龄、户口、文化
程度等情况认真调查摸底，详细了解
被政审人员政治素质、身体状况、个
人品行，与政审对象个人、家长面对
面交谈，全面详细地了解预征对象的
思想现状、入伍态度、入伍动机和家

庭状况，做到网上审查与走访调查相
结合，严格审核每一份政审材料，确
保输送的兵源政治立场坚定、思想素
质过硬。

目前，蒲圻办事处征兵工作在
办事处党委的督办和关心下，在上
级征兵部门的指导和督察下，认真
抓好体检和政审工作的每个环节，
确保征兵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何浩 周象明）

为确保精准扶贫工作落实到位，
不漏一人，蒲圻办事处从发展产业、帮
智、扶志上实施精准扶贫，截止2018
年 7 月 27 日止，已经脱贫 408 户，
1352人；剩下的9户，27人将在今年
年底全部脱贫。

2018年，维达力实业（赤壁）有
限公司二期赤马港基地已建成完工
待产，公司急需招聘员工 600 名。
蒲圻办事处党委得知这个情况后，
及时安排各村、社区的相关人员深
入到所辖村、社区调查摸底，了解贫
困户中是否有符合进厂条件的人
员，并对辖区内17个村社区的书记

和部分家政公司负责人提出具体要
求：一是各村社区主要负责人要为
企业用工、贫困户就业搭建好需求
桥梁；二是要树立切实服务好赤壁
市重点企业发展的思想；三是各村
社区家政公司要做好就业宣传，补
足就业扶贫短板；四是要做好贫困
户建档立卡工作，搞好贫困户人员
就近培训、上岗就业工作；五是鼓励
其他人员返乡就业。并及时联系维
达力实业（赤壁）有限公司，将贫困
户人员送往公司工作。

同时，为确保招聘人员进厂务工的
工作条件和工作待遇，蒲圻办事处党委

副书记贺卫林、党委委员邹小山等组成
考察组前往维达力实业（赤壁）有限公
司中伙基地参观，深入查看该公司生产
车间、食堂、职工宿舍等现场，认真了解
员工生产生活环境，并听取了企业负责
人就公司的生产生活情况介绍。

随后，各村社区主要责任人积极
深入到所在村、社区的贫困户及返乡
人员家中，及时宣传公司情况，鼓励贫
困户中有能力的人员、返乡务工人员
到公司上班。通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发
动，目前，凡符合公司招聘条件的，都
已到公司报名应聘。

（何浩 邹小山 周象明）

蒲圻办事处借助企业需求抓好精准扶贫工作 蒲圻办事处认真抓好征兵体检政审工作

新华社北京８月23日电 日前，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
度 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
《通知》指出，将大力引导贫困劳动力到各

类用人单位就业。对各类用人单位吸纳
贫困劳动力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给予
职业培训补贴；对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就
业的，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创业担保贷款
及贴息。

对于贫困劳动力自身，《通知》提出，对
贫困劳动力、农民工等返乡下乡创业人员
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并且正
常运营6个月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
贴。对通过有组织劳务输出到户籍所在县

以外就业的贫困劳动力，给予一次性求职
创业补贴。对参加职业培训的贫困劳动
力，在培训期间给予生活费补贴。同时，对
就业仍困难的贫困劳动力，拓展公益性岗
位并给予补贴。

我国出台新政

加大力度扶持贫困人口就业

据新华社雅加达8月23日电 可容
纳7000人的雅加达史纳延体育馆22日
晚座无虚席，观众席上不时爆发出震耳欲
聋欢呼和呐喊声。在这里举行的第18届
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决赛中，中国队顶住

“魔鬼主场”的压力，历经一番苦战以3:1
击败印尼队，摘得本届亚运国羽首金。

中国队一单石宇奇首先迎接印尼队
安东尼·金廷的挑战。首局石宇奇一直
被金廷压制，并以14:21丢掉首局。第
二局石宇奇逐渐找回状态，紧咬比分。

当双方僵持到 21平时，石宇奇一鼓作
气连夺2分，以23：21艰难把比赛拖入
决胜局。决胜局竞争更加白热化，比分
多次持平，打到 19:19 时金廷大腿抽
筋，瘫倒在场，经过医疗暂停后，金廷继
续比赛。但此时他的腿明显已无法弯
曲，可此时石宇奇回球出界，让对手
20:19拿到赛点。关键时刻，金廷再次
倒地，无奈宣布退出比赛。这样，石宇
奇首场为中国队打响头炮。

中国队第一双打“双塔”组合李俊慧/刘

雨辰在对阵排名世界第一的吉迪恩/苏卡穆
约的比赛中，始终被印尼组合牵制，比分紧
追对手但未能实现反超，以17:21和18:21
连丢两局，中印两队回到同一起跑线。

在第二单打对决中，中国队名将谌龙
面对的是印尼年轻小将克里斯蒂。谌龙
19:21先输一局后接连以21:16和 21:
18扳回两局，使中国队2：1再度领先。
谌龙赛后说：“在印尼主场，每一分都只
能跟对手去搏。但是不管落后还是领
先，我丢分时队友给我的眼神是非常肯

定的，觉得我没有问题，能把这一分赢下
来挺开心的。”

在双方第二双较量中，中国队的刘
成/张楠和对手阿尔弗兰/阿利安托分别
以21:18和21:17各胜一局，决胜局中国
组合表现得更为出色，以21:18拿下比
赛，为中国队锁定亚运男团金牌。

国羽在“魔鬼主场”夺金

2018年亚运会公路自行车赛中，普
译娴顽强拼搏，永不放弃，奋勇夺银。羽
毛球赛场上，石宇奇在马来西亚选手金
延受伤后，关切对手伤情，展现关爱精
神。中国选手在亚运赛场上展现体育正
能量。

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是竞技体育
的梦想，体育展现的努力拼搏、永不放弃
的精神催人奋进。22日在女子100公里
公路赛现场发生了令人动容的一幕。中
国选手普译娴在最后50米发起拼命冲

锋，超越日本和中国台北选手，抢得一枚
银牌。冲过终点线后，这位26岁的云南
姑娘脸色像纸一样苍白，倒在地上，大口
呼吸，随后又站起来扶着道路栏杆呕
吐。她两腿颤抖，已经无法行走，不得不
在赛后被送进医务室接受治疗。

普译娴赛后说：“最后几十米，我拼
命冲刺，我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赶在她
们两个前头。那时人处于一种超越极限
状态，过线后，大脑一片空白，意识模
糊。”

体育结友谊，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
友。中国选手在亚运赛场上公平竞争，
尊重对手，缔结友谊。22日的羽毛球男
团决赛中，中国队第一个出场的石宇奇
与马来西亚选手金延打得难解难分。两
人前两局战成1：1平后，金延在第三局
19：19平的关键时刻腿部抽筋，痛苦地躺
在赛场上。看着倒地的对手，石宇奇弯
腰俯身穿过球网，用手轻抚金延，以示安
慰。在金延不能坚持比赛，被担架抬出
场后，石宇奇关切地上前看望，安慰对

手。赛后，石宇奇也表达了自己对金廷
的尊敬。他说：“其实我今天也不知道他
到底伤在了哪里，但是看他那个样子还
在坚持，确实很顽强。”

体育精神承载了友谊与团结、和平
与公平、关爱与尊重等精神内涵。中国
选手在亚运赛场上与亚洲各国和地区的
选手们同场竞技，在努力拼搏、争金夺银
的同时展现体育正能量，应该为他们这
样的精彩表现加油喝彩！

（据新华社）

中国选手亚运赛场展现体育正能量

聚焦雅加达亚运会聚焦雅加达亚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