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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交 WTO 改革建议文件
提出四方面改革重点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 14
日 从 商 务 部 获 悉 ，中 国 已 向 世 贸 组 织
（WTO）提交了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
文件，提出改革的四方面重点领域。商务
部有关负责人就此发表谈话，表示愿与各
方共同推动改革取得进展，使世贸组织在
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日内瓦时间 2019 年 5 月 13 日，中国
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
改革的建议文件》。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
表示，在文件中，中方提出世贸组织改革
四个方面重点行动领域：一是解决危及世

贸组织生存的关键和紧迫性问题；二是增
加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相关性；
三是提高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四是增强
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中方就上述领
域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细化建议。
该负责人表示，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深刻
调整，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抬头，
经济全球化
遭遇波折，
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受到严重挑战。同时，
世贸组织自身谈判进
展缓慢，
机构运行效率亟待提高，
贸易政策
透明度也有待加强。在此背景下，
中国支持
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
帮助世贸组织解

决当前危机、回应时代发展需要，
维护多边
贸易体制，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于去年 11 月发布了关于世贸组
织改革的立场文件，阐述了中国对世贸组
织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主张。立场文
件发布后不久，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
峰会就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达
成重要共识。
该负责人说，此后半年时间，中国在
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方面进一步做出积极
努力和重要贡献。比如，中国与多个世贸
组织成员共同向世贸组织提交了“关于争

端解决上诉程序改革”的联合提案，为推
动打破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贡献力
量。中国还与其他 75 个世贸组织成员发
表了《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确认有
意在世贸组织现有协定和框架基础上，启
动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在
上述工作的基础上，中国制定了关于世贸
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
该负责人表示，
中方愿与各方就建议文
件进一步交换意见，
共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
取得进展，
重塑世贸组织权威性和有效性，
使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促进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
发展改革委、工信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等 18 个单位共同推动。
其中，11 个“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分别
为广东省深圳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安徽省铜陵市、山东省威海市、重庆市（主
城区）、浙江省绍兴市、海南省三亚市、河
南省许昌市、江苏省徐州市、辽宁省盘锦

伊朗

或彻底退出伊核协议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启动
据新华社深圳 5 月 14 日电 我国将
在深圳市、包头市等地开展“无废城市”建
设试点，为“无废城市”在全国推广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示范模式。
这是记者在 13 日于深圳举行的全国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启动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试点工作由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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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青海省西宁市。
此外，
将河北雄安新区（新区代表）、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代表）、
中新天津
生态城（国际合作代表）、福建省光泽县（县
级代表）、江西省瑞金市（县级市代表）作为
特例，
参照
“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一并推动。
“无废城市”
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

念，
“无废城市”
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
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
而是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
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
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
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需要长期探索与实践。

据新华社德黑兰 5 月 14 日电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近
日报道，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迈勒万迪当天表示，
若
伊核问题再度被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伊朗可能会彻底退出
伊核协议。
卡迈勒万迪说：
“如果他们（伊核协议有关各方）将伊
核问题提交安理会，
等于是撕毁伊核协议，
协议将不复存
在。
”
卡迈勒万迪强调，
伊朗将采取切实措施，
捍卫伊朗人
民和国家权益。
本月 8 日，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
议一周年之际，
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
分条款，
但仍继续坚持限制铀浓缩丰度的承诺。
不过鲁哈尼强调，伊核协议其他签字方应在 60 天内
履行自己对协议的义务，否则伊朗将会提高铀浓缩的丰
度。

欧盟

告诫美避免与伊朗军事冲突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5 月 14 日电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近日在布鲁塞尔说，
欧盟及其成员国
当日告诫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美国应保持最大限度
克制，
避免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
蓬佩奥 13 日到访布鲁塞尔，莫盖里尼在当晚新闻发
布会上说，
她代表欧盟各国向蓬佩奥清晰传达了意见：
“我
们正处在非常关键和微妙的时刻，
此时最负责任的态度应
是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军事方面任何升级恶化的行
为。
”
当天，
莫盖里尼还主持了她同法国、
德国、
英国三国外
长的会议。她说，
会议讨论了进一步推进
“贸易往来支持
工具”
的实际运作，
以期在未来几周内通过这一机制促成
欧洲与伊朗的交易发生。
“贸易往来支持工具”
是法国、
德国和英国建立的与伊
朗贸易的结算机制，
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运
作的支付机制，
可帮助欧洲企业绕过美国对伊朗单方面制
裁，
使欧盟继续与伊朗进行贸易。

朝鲜

要求美归还货船
据新华社平壤 5 月 14 日电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 14
日发表谈话表示，美国近日“非法抢夺”朝鲜一艘货船的
“强盗般”
行为，
是对新加坡朝美共同声明精神的
“全面否
定”
，
朝鲜要求美方立即归还相关船只。
根据朝中社当天播发的这份谈话，这名发言人指责
近日美国将一艘朝鲜贸易货船拖往美属萨摩亚是
“非法抢
夺行为”
，
并表示，
美国应深思其
“强盗般”
行为对今后形势
发展可能造成的后果，
美方应立即归还朝鲜船只。
发言人表示，
美国此次抢夺朝鲜船只的做法，
是美国
企图以极限施压政策使朝鲜屈服的
“美式计算法”
的延续，
也是对承诺建立新型朝美关系的新加坡朝美共同声明基
本精神的
“全面否定”
。
发言人还说，美国随心所欲支配世界的时代已一去
不复返，
如果美国认为美式力量对朝鲜行得通，
那将是大
错特错。

快乐减压
迎接高考
5 月 14 日，河北省唐山遵化市堡子店
中学高三学生在进行背靠背赛跑。
2019 年高考临近，多地高中开展形式
多样的减压活动，帮助学生释放紧张情
绪，以平和、
乐观的心态迎接高考。
据新华社

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发布通知

推动农商互联完善农产品供应链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 14
日从财政部获悉，为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流
通效率，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财政
部、商务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决定推动
农商互联，完善农产品供应链。
通知称，将通过政策引导、市场参与
的方式，推动农商互联，促进农产品流通

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全面、深
入、精准对接，重点加强农产品产后商品
化处理等流通设施建设，实现联产品、联
设施、联标准、联数据、联市场，打造上联
生产、下联消费，利益紧密联结、产销密切
衔接、长期稳定的新型农商关系。
通知明确，支持采取订单农业、产销

一体、股权投资合作经营模式的农产品流
通企业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重点围绕本地特色优势农产品供
应链体系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不断完善基
础设施，
创新应用新模式、新技术。
通知称，中央财政拟对确定支持的每
个省（区、市）安排 2 亿元资金支持。资金

春夏献热血 教师展大爱
——咸安区教育系统积极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记者

汪俊东

5 月 7 日，咸安区教育系统组
织机关干部和学校教师开展春季
无偿献血活动，到 10 日止，咸安
区教育系统成功参加无偿献血人
数 达 到 387 人, 献 血 量 达 人
123700ml。他们用实际行动诠
释教育工作者关爱生命、心系社
会的人道主义精神。
为做好无偿献血动员和组织
工作，咸安区教育局精心筹划，周
密安排，落实专人负责，提前两个
星期将无偿献血相关要求及预采
人数在教育局微信工作群内进行
动员，将通知下发到各城区和乡
镇学校，要求各单位按照献血目
标及时间安排表，详细掌握献血
人员身体健康状况，配合血站把
这项活动组织好、宣传好。同时，
实行领导干部带头、校长带头、党
员带头、共青团员带头献血的方
式，带动干部、教师们踊跃加入到
无偿献血的活动中。
为方便城区和农村教师就近
集中献血，本次活动共设置了咸
宁高中、温泉红旗路中学、永安中
学、横沟镇小、马桥中学、常收中
学等 10 个献血点，每个献血点还

通讯员

周一萍 曾伟 戴逢胜 陈玲莉

安排了一名联系人，使得每个献
血点的组织工作更加高效有序。
在现场，填表、体检、化验、等候、
抽血、休息，所有流程都在医护工
作人员的要求和教职工的配合下
有序进行，无偿献血的干部、教师
们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很多
教师为了不耽误学校的教学工作，
献完血后立即返回学校给孩子们
上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教
育真爱、
社会大爱”
的真切内涵。
“无偿献血是一项利人利己
的社会公益活动，
能尽自己的微薄
之力帮助别人，
本身就是一件快乐
的事情。献血就是奉献爱心，
能够
从中体会到奉献和快乐。”咸安区
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元宏率先
垂范，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多年
来，
他一直坚持无偿献血。
多年来，咸安区教育局高度
重视无偿献血工作，将无偿献血
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每年都会组织机关干部、学校
教师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很多干
部已是多次献血，体现了咸安教
育人的责任和担当，彰显了文明
单位的良好形象。

分两年安排，2019 年每省（区、市）支持 1
亿元，2020 年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再拨付
剩余资金，旨在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对社会
资本引导作用，支持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的
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各地中央财政资
金支持农产品产后商品化处理设施和冷
链物流的比例不得低于 70%。

汉口银行咸宁分行开通
零辅币兑换绿色通道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博文报道：为了减少客户办理零辅币兑
换业务等待时间，提高客户体验感，近日，汉口银行咸宁分行开
通了针对办理零辅币兑换业务客户的绿色通道。
据银行工作人员介绍，
在客户办理零辅币兑换业务时，
客户
可加入我行的零辅币兑换微信群，
有大批量零辅币兑换需求时，
可
在微信群中进行预约，
待调拨完成后，
电话通知客户前来领取。柜
面员工提前备好零钞，
客户来后可快速领取预约好的零钞，
为客户
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真正实现了便民、
惠民。
兑换零辅币绿色通道的开通，不仅增加了客户的体验感，
同时提升了我行服务品牌，获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真正做到
了思想为您服务。

汉口银行咸宁分行开展文
明服务培训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曾傲报道：为进一步提升汉口银行咸宁分
行柜面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增强全体员工文明规范服务意
识。近日，咸宁分行全体员工开展文明规范服务七步曲培训活
动。
此次培训主要从柜面人员服务流程及服务礼仪标准等方
面进行讲解，系统的学习服务七步曲的规范动作、礼貌用语的
标准。为达到培训效果，全体员工轮流参与模拟演练柜面服务
营销七步曲，学习现场气氛活跃。
据汉口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此次培训，增强了员工
对文明规范服务的认识和了解，做到精神饱满，举止端庄，动作
规范，礼貌用语，给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为我行优质文明服务
打下了坚实基础。

房屋出租
温泉中心花坛临街门面出租，面积 600
平方米，适合金融网点，通讯卖场等。另有
金桂路 1 号房屋出租，面积 10000 平方米，
适合汽车 4S 店，物流等。
联系电话：13707248551
联系人：丁先生

湖北宏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我公司委托湖北谋创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次
磷酸及次磷酸盐系列产品生产项目环评工作。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
现向公众征求意见。
1、报告及《公众意见表》查阅方式
（1）链接：http://hbj.xianning.gov.cn/gsgg/zhlgs/
201905/t20190513_1704584.shtml；
（2）纸质版可至我公司查阅或获取。
2、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受项目影响并直接涉及环境权
益的团体、公众等对项目有关环保方面的意见及建议。
3、反 馈 方 式（ 电 话 、邮 件 及 信 函 ）：周 鹏 飞 ，
17092560968，邮 箱 ：hongxinchem@hongxin- chem.
cn，
嘉鱼县武汉新港潘湾工业园畈湖大道。
4、公示时间：
2019 年 5 月 13 日-5 月 25 日。

交房公告
新领地小区业主：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新领地小区 1#5#楼已具备交付使用
条件，
将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2019 年 5 月 30 日开始交房。
请各位业主注意及时查收《交房通知书》，并按通知日期
携带相关资料到新领地售楼部办理交房手续。如您的电话
和地址变更，请务必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前与新领地营销部
取得联系，咨询电话：
0715-5900666/5900777。
逾期不办理交房手续的，视为我公司已完成交付义务，
由业主承担全部责任。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
恭祝您乔迁之喜！特此公告！
赤壁安润恒置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