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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于佳
欣 刘红霞 周强 王立彬）美方于7月6日起
对华 34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关税后，中
方被迫作出必要反击。为缓解中美贸易
摩擦影响，商务部于9日晚宣布了中方应
对的政策考虑。

根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态，中方将
采取包括持续评估各类企业所受影响、将
反制措施中增加的税收收入主要用于缓
解企业及员工受到的影响、鼓励企业调整
进口结构、营造更好投资环境等四方面举
措。

“中国政府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是符
合道义的反击，并不想干扰正常的企业经
营。这些措施是中国政府应对经贸摩擦
潜在影响的组合拳之一，意在给市场吃颗
定心丸。”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东艳说。

贸易战往往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为了减少对企业的影响，美方对中国输美
产品加征关税后也很快公布了利益相关
方申请关税豁免程序，将对该产品是否从
中国以外的供应来源获得，加征关税后是
否会给申请人或其他美国利益造成严重
损害等方面进行评估。专家认为，这恰恰
说明贸易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美国对中
国商品征税将不可避免地将自己企业“拉
下水”。

除了短期应对举措外，商务部还将采
取鼓励企业调整进口结构等相对中长期
的措施，比如增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
豆、豆粕等农产品以及水产品、汽车的进
口。

以大豆进口为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有能力应对美
国大豆进口减少的缺口，可以通过增加国
内大豆产量，拓宽大豆、粕类从巴西、阿根
廷以及中亚“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口来源
地，并加强饲料配方研究，减少对豆粕需
求的依赖，降低进口需求。

缓解贸易摩擦的影响，相关部门在行
动，沿海地区很多企业也在调整产业布局

中积极应对。
广东中山晟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

要生产低噪音降频器，公司去年对美出口
超过4000万美元，占据企业近80%的销售
额。今年前五个月，受各种因素影响，企
业对美出口骤减，目前正在将印度和中东
市场作为新的开拓方向。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我们更加
积极去开拓新兴市场。我相信我们的技
术能经受住美国市场考验，就也可以接受
其他市场的考验。”公司管理处处长蔡汉
珉说。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深
耕庞大的国内市场、提高自己产品的科技
含量才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效手
段”。

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秘书长
郑艳玲说，中国有着巨大的内需市场，随着
高新技术产品的品质不断提高，预计国内
市场可以消化一部分以往出口的产品。

记者还了解到，不少地方政府也在积
极帮助企业应对挑战，地方有关部门正在
深入基层调研了解企业受冲击情况并发
布相关预警信息，抓紧研究出台政策，鼓
励当地企业开拓新的海外出口市场。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可能的潜在风
险，需要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多方面共
同努力，在中国巨大消费市场和政府缓冲
机制的应对下，我们应该有定力和信心，
不必对贸易摩擦影响过于恐慌。”东艳说。

增强应对贸易摩擦的更持久耐力，还
需要通过持续扩大开放来实现。商务部
发言人还表示，将加快落实国务院6月15
日发布的有关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强化企业合法权
益保护，营造更好投资环境。

发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外国投
资者参与A股交易范围进一步放开、持续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一段时间以
来，中国一系列新举措正在积极推动新一
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中外企业的投资
信心。

新华社昆明7月10日电（记者丁怡
全）在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刘厂镇王家庄
有一座白墙灰瓦、古色古香的“三坊一照
壁”民居，这就是革命烈士王德三青少年
时期生活、学习的地方，如今作为祥云“红
色传承”教育基地的一部分，仍完整地保
留着。

王德三，原名王懋廷，字正麟，1898年
7月生于云南省祥云县。1921年考入北京
大学，不久加入中国第一个学习和研究马
克思主义的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24年秋，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王
德三到陕北建立党组织，是陕北地区共产
党组织的创建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

1925年，王德三回到北大复学，先后
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北京团地委委员和
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等职，参加北京工人
运动的领导工作。

1927年2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的王德三受党指派回到云南工作，历任
中共云南省特委、临委、省委书记，是党
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
潮。王德三根据云南地方军阀的实际状
况，继续领导人民开展坚决的革命斗
争。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1927年底，
中共云南省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铁路沿
线，在蒙自、个旧厂矿和滇南农村继续坚
持斗争，开展了深入工农的艰苦工作。

1930年1月，王德三当选为中共云南
第一届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和极端困
难的条件下，他领导云南省各级党组织
和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
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认真总结党在民
族地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向少数民族群
众宣传党的主张，启发少数民族兄弟的
阶级觉悟。他针对滇南少数民族地区的
工作，主持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少数民族工作的
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1930年11月，因叛徒出卖，王德三不
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
他不为所动，写下了感人至深的万言《遗
书》。《遗书》中他这样对父亲说，“儿非病死
短命，是被人压迫去成仁就义。”“如果要偷
生苟活，那就要做出些无廉耻的事情，那时
你儿子又有什么脸在人世上？”“儿现时只
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给人类了！”

1930 年 12 月 31 日，王德三在昆明英
勇就义，年仅33岁。

祥云县“红色传承”教育基地管理中
心主任王锦琼介绍，每年都有不少于3万
人，从全国各地来到王德三故居缅怀英
烈。“王德三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他为了真理、为了正义敢于抛头颅洒热血
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王立彬）最
新发布的全国矿产资源新增储量数据显示，我
国石油和天然气增长放缓，煤层气下降，增幅
较大的页岩气储量突破万亿立方米大关。

自然资源部10日发布2017年全国矿产资
源储量情况显示，我国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
勘查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呈现下降趋势。2017
年，全国石油勘查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从 2012
年的15.22亿吨降至8.77亿吨，天然气从9610
亿立方米降至 5554 亿立方米，煤层气从 1274
亿立方米降至 105 亿立方米。2017 年我国石
油、天然气和页岩气可采储量分别增长1.2%、

1.6%、62.0%，煤层气则下降9.5%。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工作小组

召集人鞠建华说，最近5年来，我国页岩气勘
查取得了重要进展。截至2017年底，全国累计
探明地质储量9168亿立方米，今年4月已超过1
万亿立方米。2017年我国勘查新增探明地质
储量超过千亿立方米的页岩气田2个，分别是
四川盆地涪陵页岩气田和威远页岩气田。

鞠建华说，我国矿产资源国情没有变，资
源环境约束趋紧，供应形势严峻。过去5年，
全国累计地质勘查投入 4800 多亿元，找矿突
破战略行动取得重要成果。

各方积极行动缓解贸易摩擦影响

这是王德三像（资料照片，1926年）。
新华社发（祥云县文物管理所提供）

新华社香港7月10日电（记者郜婕 张雅
诗）田家炳基金会10日发布讣告，香港慈善家
田家炳当日上午安详辞世，享年99岁。

田家炳 1919 年生于广东大埔，早年于南
洋创业；1958年举家移居香港，凭着坚毅精神
及辛勤耕耘，创办化工实业，为业界翘楚；1982
年创办田家炳基金会，以“回馈社会、贡献国
家”为宗旨，致力捐办社会公益事业，尤重教
育，惠泽全国。

据田家炳基金会统计，至今，田家炳在全
国范围内已累计捐助了 93 所大学、166 所中
学、41所小学、约20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大

约1800间乡村学校图书室。
田家炳几十年持续支持教育事业的善举

赢得广泛赞誉。他在香港获得过“感动香港十
大人物”“爱心奖”等奖项，被授予香港特区政
府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全国范围内，也曾被
数十所大学颁授荣誉博士、院士头衔或聘为荣
誉教授。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日对田家
炳辞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特区政府向他的
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林郑月娥说，田家炳是著
名实业家和慈善家，一生致力服务社会，贡献
国家，令人景仰，对其辞世深感哀痛。

我国页岩气储量突破万亿立方米我国页岩气储量突破万亿立方米

香港慈善家田家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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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人民解放之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云南人民解放之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德三

新华社长春7月10日电（记者周立权）吉
林省警方近期破获多起特大网络电信诈骗案，
从广东、福建等地抓回数百名犯罪嫌疑人。经
警方审查了解到，这些电信网络诈骗案都有事
先演练好的“台词”和“剧本”，甚至设有不同身
份的“演员”，布下层层“陷阱”，如演戏一般使一
些不明真相者上当受骗。

警方连破多起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警方连破多起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

日前，162名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员
被从广州押解至长春。至此，吉林辽源特大网
络电信诈骗案成功告破。

今年1月份，辽源警方接到居民徐某报案
称，其在去年9月至11月期间，被冒充投资顾
问的人诱骗到一外汇交易平台炒外汇，被骗人
民币10万元。辽源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在5个月时间里，专案组先后派出30余人次赴
深圳、广州、北京等地调取相关信息500余万
条。

民警最终锁定了诈骗团伙中的 162 名犯
罪嫌疑人身份和犯罪窝点位置。据查，以犯罪
嫌疑人陆某、王某为首的诈骗团伙在广州市
注册多家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办公场所作
为诈骗窝点。作案过程中，该电信诈骗团伙
话务员先通过微信等渠道加好友，冒充炒汇
老师、炒汇助理等身份，向对方推荐外汇投
资，提供投资外汇虚假盈利单。取得对方信
任后，指导被害人操作购买外汇，然后通过操
控数据，让其赔掉本金，从而实施诈骗。

近日，在广州市公安局配合下，警方抓获
犯罪嫌疑人162名，捣毁犯罪窝点14个，收缴
大量电脑、手机等作案工具500余件，冻结资
金2000多万元。

在辽源特大网络电信诈骗案告破后，吉林
省集安市警方又破获了另一起诈骗案。集安
市公安局经过数十个小时的周折辗转，将 84
名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从广东省
押解回来。此起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近亿
元，近万人被骗。

集安市公安局局长张立志介绍，今年4月
24日，集安警方接到居民林某报案称，其被人
冒充亲属诱骗加入网络交易平台，被骗人民币4
万余元。不法分子的诈骗方式是事先通过网络
取得受害人信任，引导他们加入虚拟的网络平
台，诱导受害人在平台上赌贵重金属或者名贵木
材价格的涨跌，然后通过后台技术操控涨跌，从
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近日，专案组兵分4路，在广东省警方的
配合下，吉林警方对盘踞在广东省多地的4个
窝点展开统一收网行动，彻底摧毁了该诈骗团
伙窝点，84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吉林四平警方经过一个多月侦查，近日也
从福建抓回9名电信诈骗案犯。

有有““台词台词””有有““剧本剧本”，”，骗钱没商量骗钱没商量

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岳喜田介绍，这
几起案件都是典型的利用网络手段实施犯罪
的电信诈骗案件，操作模式极其类似，应引起
重视。

——不法团伙组织严密、体系完整、以公
司化运营。这些诈骗团伙注册多家公司掩饰
不法行为，并租用高档写字楼办公场所作为诈
骗窝点，组织结构严密，下设话务组、诈骗平台
开发维护组、资金转账组，团队化管理，涉案人
员众多，隐蔽性极强。

——有“台词”有“剧本”，作案过程分角
色，情节环环相扣。诈骗团伙话务组成员首先
冒充美女，以加错微信好友为名搭讪被害人。
再以联络感情赢取被害人信任后，适时晒虚假
盈利单等手段勾起被害人感兴趣，然后以推荐
炒汇老师、炒汇助理等名义诱导被害人操作购
买外汇或者贵重金属。最后在“专家”指导交
易下，使被害人资金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最终
流入诈骗团伙手中。

——作案手段极其专业，流水化实施诈
骗。诈骗团伙先是招募人员搭建虚假平台，利
用平台操作环节制造漏洞。然后非法收集个
人信息，筛选出注册微信的手机号码作为诈骗
对象。再由所谓的精通外汇证券交易或者是贵
重金属交易人员，提供虚假盈利单。随后由话
务组人员按照“剧本”引被害人入局。整个过程
精心设计，让人防不胜防。

“诈骗团伙职责分工明确，具有跨区域、专
业化、涉众广的特点，造成侦破工作取证难、办
案难、抓捕难。”辽源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东辉说。

应引导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应引导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电信网络诈骗大案屡屡发生，岳喜田以及
辽源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王军亮等办案民
警提醒各部门应形成合力，引导广大群众谨防
上当受骗。

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在手机上、微
信、QQ等通信工具中，不要保存身份照片、银
行卡照片、银行卡密码、支付验证码等重要个
人信息。在电脑上，不要保存身份证照片、银
行卡照片，不下载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网站，
不在未经核实的网站上填写个人信息，捆绑个
人银行卡、支付宝及验证个人银行资质。

其次，要多了解防范知识。在日常生活
中，要自觉做到不贪图便宜，不要轻信天上掉
馅饼，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再次，要牢记“不透露、不轻信、不转账、不
汇款”。如遇下列情况，请到公安机关咨询：冒
充银行客服要求汇款到“安全账户”或点击链接
的；以帮你炒股、炒期货能挣大钱的；网上贷款、
网络购物退货要求汇款的等等。

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缘何屡屡得手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缘何屡屡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