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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朱超）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4日说，贸易战解决
不了问题，只会损人害己。在平等、诚信
基础上进行对话和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
唯一正确途径。

“中方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上的立
场是明确和一贯的。我们一直强调，贸
易战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损人害己。”在
回答记者的有关提问时，耿爽说，中国有
句话叫“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讨论谁损
失一千、谁损失八百没有任何意义。

他表示，在近日美方就拟对2000亿
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举行的听证会

上，绝大多数与会代表认为加征关税将
对美国企业造成伤害，甚至摧毁有关行
业。美国商会在提交的书面意见中表
示，加征关税将对美消费者、工人、公司
和美国经济造成显著伤害。在美贸易代
表办公室收到的1400多条意见中，大多
数都认为加征关税将推高美国民众日常
生活方方面面的生活成本。

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13日
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在
华美企认为美国首轮加征的500亿美元
关税已影响其在华业务，超过 70%的在
华美企认为拟议征收的2000亿美元关税

将对其产生负面影响，美政府关税举措
将适得其反。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决策者倾听美
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强烈呼声，倾听国际
社会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一致主
张，尽快回归理性，停止单边主义和贸易
保护主义的做法。”耿爽说。

“中方已经收到美方就经贸问题举
行新一轮磋商的邀请，对此持欢迎态
度。贸易冲突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
益，在平等、诚信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和
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他说。

新华社西安9月14日电（记者张斌）记者从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部门将于9月20日零时起
对宝成线列车运行图进行调整。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
全，列车均在白天经由灾害区段，并在部分区段降速运行。

7月12日宝成铁路王家沱至乐素河间曾发生山体
崩塌灾害，致铁路行车受到严重影响。经过铁路部门连
续抢险奋战，7月28日铁路线路顺利抢通。目前，西安
局持续开展加固综合治理工程，截至9月10日，山体表
层防护工作已全部完成。随后，加固综合治理工程将向
山体内部延伸，采取挂网喷锚、钢花管注浆、锚索加固
等措施，增加山体强度。

调整后，宝成线（宝鸡至广元间）将开行北京西—
成都T7次、成都—北京西T8次；扬州—成都K245/8/5
次、成都—扬州 K246/7/6 次；成都—佳木斯 K546/7
次、佳木斯—成都K548/5 次；宝鸡至广元6063 次、广
元至宝鸡6064次列车。

此外，此次调整运行图还涉及包西、西康等线路部
分列车。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王立彬）自然资源
部14日对河北省石家庄市等11个土地违法违规问题
严重地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集体约谈，督促其进一
步加大整改查处力度，有效遏制违法违规用地，落实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据介绍，河北省石家庄市、辽宁省铁岭市、福建省
泉州市、江西省上饶市、山东省菏泽市、湖北省孝感市、
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湛江市、海南省海口市、贵州省
遵义市、陕西省韩城市等11个地市土地违法问题十分
突出，违法用地面积大、比例高、在全省排名靠前、性质
严重。如石家庄市违法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大，落实永久
基本农田特殊保护不力；仅工业、商业等违法占地问题
824宗，涉及土地面积633.81公顷（9507.14亩），其中耕
地面积498.44公顷（7476.54亩），违法占地宗数、耕地
面积均排河北省第1名。违法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地块534个，面积215.27公顷（3229亩），违法建设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排河北省第一名。

自然资源部负责人强调，违法违规用地问题严重，
既有地方政府发展理念偏差和耕地保护责任落实不到
位的问题，也有相关职能部门管理不到位、政策措施没
落实、督促指导跟不上等问题。必须深刻反思，认真总
结教训。对于触碰耕地红线获得个人违法利益，或由于
渎职、失职导致违法问题后果严重的责任人，要坚决查
处。要狠抓整改责任落实，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
强对整改工作的督促指导，被约谈地市要高度重视督
察发现的问题，真正把整改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抓
紧抓好。要建立问题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长效机
制。要切实落实土地管理动态巡查制度，综合运用有关
技术手段，加强对土地审批、供应、利用等全程监管，构
建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长效机制。

根据安排，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将持续加大督
察整改力度，对被约谈地区开展重点督导核查。发现约
谈后整改效果仍不明显、落实整改不力、不符合督察整
改要求的，将提请自然资源部对有关地区实施责令限
期整改，并建议省级政府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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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9月14日电（记者周闻韬）重庆市法
院系统14日对10件恶势力犯罪案件进行了集中公开
宣判，此次宣判涉及8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或集团，共计
40人受到法律制裁，其中被指控涉恶人数31人。

据了解，这10起恶势力犯罪案件分别由重庆巴南、
永川、开州、长寿、铜梁、石柱6家基层法院审理终结，被告
人罪名包括聚众斗殴罪，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开设赌
场罪和寻衅滋事罪等，40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五年至
一年二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部分被告人并处罚金。

由重庆市开州区法院宣判的熊辉、李红兵等9人
聚众斗殴，非法制造、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开设
赌场案中，9名被告人为获取非法利益，自2017年3月
起先后在开州区多次实施开设赌场及聚众斗殴、非法
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等犯罪活动；被告人李红兵、
袁帅等人组成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在开州区临江镇等
地开设赌场，非法获利200余万元。为排除非法开设赌
场中的竞争，熊辉还邀约谭明建、胡玉杰等人携带三
支来复枪，李红兵、袁帅邀约吴某某等十余人携带砍
刀，在开州区临江镇四十米大街进行械斗，造成恶劣
影响。9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一年
二个月，部分被告人并处罚金。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袁胜强
介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重庆高院建立完善
了涉黑涉恶案件报备制度、台账制度和督导检查、考核评
估、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对全市法院涉黑涉恶案件审判
工作进行动态跟踪管理，确保专项斗争扎实有序推进。

9 月 14 日，邯郸市阳
光实验小学学生在邯山
区明珠广场与机器人互
动交流。

当日，一场以“创新
引领时代 智慧点亮生活”
为主题的全国科普日活
动在河北邯郸市邯山区
举行。科普互动实验项
目、机器人展示、无人机
飞行、青少年科技创新成
果展示等，让前来参加活
动的青少年“零距离”感
受科技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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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班娟
娟）“金九银十”高校毕业生求职季已经来
临，招聘市场也进入一年中最忙的时节。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经有 14 省份开出最
新“涨薪表”。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用人单
位也已推出一揽子吸引人才的政策。

多地开出多地开出““涨薪表涨薪表””
记者从多地人社部门了解到，截至9

月13日，已有天津、上海、吉林、河南、山
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海南、安徽、江
西、福建、内蒙古14个省份公布了2018年
的企业工资指导线。

记者注意到，今年不少地方工资指导
线的基准线、上线和下线都在上年基础上
进一步调高。比如，基准线方面，河南由上
年的7.5%上调至12%，山西由上年的8%上
调至8.5%，安徽由上年的7%上调至7.5%，
陕西由上年的7%上调至7.5%。上线方面，河
南由上年的12%
上调至 16%，山
西由上年的12%
上调至12.5%，安
徽由上年的11%
上调至12%。下线方面，海南由上年的3%上
调至3.4%，安徽由上年的3%上调至4%。

企业工资指导线是政府根据当年经
济发展调控目标，向企业发布的年度工资
增减水平建议。专家表示，工资指导线是
平均工资变化的一个先兆性指标，将给未
来职工增收带来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事实上，地方各大城市的薪酬水平已
经有所上调。智联招聘近日发布的 2018
年夏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
告显示，二季度全国 37 个主要城市的平
均招聘薪酬为7832元，环比上升2.7%，同
比涨幅为6.2%。

“整体而言，今年的就业市场表现稳
中向好，就业规模扩张和就业质量有所提
高。上半年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的平均
工资比上年同期上涨10.1%，超过了经济
增长率和物价上涨水平之和。”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王燕武对记者
表示。

人力资源专家、北京瑞元圣嘉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白睿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就业市场正呈现出一些新特
点，比如国家发展布局产业需求旺盛。今
年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很多集中在芯片、
人工智能、智能装备、IT行业、新能源、汽
车物联网、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很多技术岗位都到了年薪30万。

揽才再出揽才再出““新招新招””
自 2017 年以来的“抢人大战”，2018

年仍在延续。猎聘近日发布的 2018 二季
度大数据报告显示，不完全统计，目前全
国已有 50 多个城市卷入人才争夺战，各
地纷纷招才引智，比如降低落户门槛，送
补贴，优惠租房买房，扶助创业等。密集出
炉的各种人才利好政策，也反映出人才红
利正在取代人口红利。

近期，新的引人政策仍在密集发布。
记者了解到，河南省启动了青年人才公寓
建设工作，计划年底前开工建设青年人才

公寓5万套，其中省直2.5万套，郑州市2.5
万套。目前，省直单位青年人才公寓8个
项目约 2.2 万套已陆续开工，后续 2 个项
目约3000套也将于9月底前开工建设。此
外，河南省还为六类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
创业补贴1500元/人。

重庆市出台的就业扶持政策中则包
括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调整政策和创业
担保货款新政。其中，最新的创业担保贷
款规定，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 10
万元；合伙经营和组织共同创业的，创业
担保贷款上限为每人 15 万元，总额不超
过 75 万元；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最高
不超过200万元。

此外，为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创新
创业，辽宁省出台了《关于支持高校毕业
生到县域就业创业的意见》，为到县域就
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人才评价服务，
并予以政策倾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
究所副研究员程杰告诉记者，各地揽才大
战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已从传统的要素

驱动型向生产率驱动型转变，新的发展方
式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更大。“对于大
学生来说，人才争夺战有利于大学生获得
更高质量就业机会。对于企业来说，则提
供了人才储备环境，有助于满足其人力资
源需求，推动企业转型发展。”

更多新政更多新政““稳就业稳就业””
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已将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内容作为督查重点内容之一。
督查组发现，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面
临的形势仍较严峻。

不过，今年高校毕业生也有望迎来更
多高质量就业机会。在督查组的建议中，就
包括加强就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协调，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
会。完善就业政策、积极构建社会人才需求
分析预测机制，加强对高校就业创业的分
类指导，政府企业高校加强合作等。

相关部委也
在密集部署稳就
业。据悉，进入 9
月以来，国家发改
委已多次召开促

进就业座谈会、促进就业企业座谈会等，深
入分析当前就业形势，研究完善政策措施。

教育部方面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进
一步完善措施、加大力度，优化就业创业
指导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

在王燕武看来，得益于新旧动能转换
加速，地方和企业比较偏向于对各类专业
技术人员的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岗位需求
已经大幅提高。不过，也要注意到新经济
规模还比较小，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吸纳
就业的能力有限，需要进一步激发经济发
展动能，从而提供更多高质量岗位。

对于如何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王燕
武还建议，首先，要更好发挥公共政策的
作用。地方政府需要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服
务平台，做好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工
作，形成长效的就业联动和预警机制。其
次，要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建立合理的劳
动报酬增长机制。第三，加快推进户籍制
度、就业培训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劳动制
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跨行业、跨地区流动，
提高劳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重配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