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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中方无意干涉美国内政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记者于佳欣）
针对美方近期称中方在贸易摩擦中的反制
涉及干涉美国内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1 日表示，这是中方为捍卫自身利益和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作出的理性、克制反应，无意
干涉美国内政。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强调说，美方挑起并不断升级贸易摩
擦，为维护两国经贸合作大局，中方不愿打
贸易战。中方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的初衷没有改变，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决心
也不会改变。
美方还有声音指责中方在贸易摩擦中
试图以威胁方式影响美国商界领袖，对此高
峰说，中国对于美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始终是
欢迎的，相信他们自有评判。
“据我们了解，倒是有不少美国商界领
袖不赞成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他
说。
美方还称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措施以
逼迫中方进一步开放，高峰回应说，美方霸
凌 主 义 、极 限 施 压 的 做 法 ，对 中 国 不 起 作
用。可能美国对运用所谓自身实力干预别
国经济的做法已习以为常，但升级贸易摩擦
无助于双方分歧解决。同时，从总体上看，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
变，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正在迈向高质量
发展。
他说，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
体，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是正常的。建交近
40 年来，中美经贸关系虽然经历波折，但双
方都能通过对话与磋商妥善解决分歧，始终
坚持合作共赢的本质，保持前行。希望美方
不要误判形势，在平等、诚信、互相尊重的基
础上，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双边经贸分歧。

王三运受贿案一审开庭
新华社郑州 10 月 11 日电 2018 年 10 月
11 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
开庭审理了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原副主任委员王三运受贿一案。郑州市人
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三运
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1993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王三运利用担任中
共贵州省六盘水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
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及甘肃省委书记等职务
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
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
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入股银行、工程承揽
和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
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
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6685 万余元，依法
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
人王三运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
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王三运还
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
众 70 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商务部回应美墨加贸易协定有关条款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记者于佳
欣）针对美墨加贸易协定中的相关条款，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1 日表示，建立自贸
区应该秉持开放包容原则，
不应限制其他成
员的对外关系能力，
不应该搞排他主义。
美墨加贸易协定于近日达成，其中一
条款规定，如果该协定中任一成员国要与
“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贸协议，必须提
前三个月通知其他成员国，而其他成员国
可以在六个月后退出并建立其自己的双边
贸易协定，
该条款被舆论认为剑指中国。

对此高峰表示，中方多次强调，在世贸
组织多边贸易规则中，没有关于“非市场经
济国家”的条款，其仅存在于个别成员的国
内法中。中方反对将一国国内法凌驾于国
际法之上、将一国意愿强加于人的做法。
高峰指出，
对于美墨加贸易协定的有关
内容，
中方认为，
一个国家应当在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原则基础上，凭借市
场潜力、
政策环境等要素，
吸引贸易伙伴。
“我们相信每个经济体都有发展对外经
贸关系的自主权，
也会根据互利共赢的合作

需要，
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
高峰说。
针对近期国际上双边经贸合作机制建
设的新动向，高峰说，对于外部环境发生的
变化，中国最主要的是走好自己的路，做好
自己的事，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
断优化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推
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同时，中方将继续坚定地支持贸易自
由化便利化，坚定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与
贸易伙伴一道，共同推进全球贸易体制向
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24 小时内退款手续费高达 80%

黄金周在线旅游平台频遭投诉退款难
新华社杭州 10 月 11 日电（记者 魏董
华）货不对板退款难、退票手续费高达 80%、
默认“捆绑”搭售依然存在……刚刚过去的
“十一”黄金周期间，不少消费者对部分在线
旅游平台（OTA）频频“吐槽”在网上引起热
议。业内人士认为，
“离谱”退改签费甚至拒
绝退款等行为涉嫌霸王条款，有损消费者合
法权益，
消费者有理由维权。
浙江的田先生在 9 月 26 日晚于飞猪平
台 上 预 订 了 咸 阳 凯 尔 圣 花 园 酒 店 10 月 4
日-8 日的房间，支付完 456 元费用后，由于
临时改变行程，27 日晚选择了退款，但平台
仅给予退款 91.2 元，
收取高达 80%手续费。
田先生说，他咨询酒店后却被告知并没
有收到他的预订信息，也就是说飞猪在他预
订房间成功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帮他与酒店
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收取 80%的手续
费。和飞猪平台沟通后，对方表示这是他们
的规定，每个订单生成时都有退款提示。
“我
任何服务都没享受到，还收取这么高的手续
费，
合理吗？”
记者在网上检索发现，有不少消费者在

论坛贴吧吐槽 OTA 平台退款问题，手续费
收取标准不一，有些甚至是全额不退。记者
联系了飞猪平台，客服表示，由于每个订单
是不同的代理商，所以每个订单的退款规则
都不同，有些订单手续费是会收取 80%，但
平台没有办法统一规定。
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旗下“电子商务消
费纠纷调解平台”用户投诉案例库显示，艺
龙、飞猪、发现旅行、侠侣亲子游等平台存在
拒不退款等问题；马蜂窝、同程旅游等平台
的机票高额退票费问题突出，酒店订房等服
务也存在高额退票费问题。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助理分
析师蒙慧欣说，根据投诉的案例来看，消费
者购买在线旅游产品，因临时突发情况或到
店后不满意，认为产品宣传明显不符，涉嫌
虚假宣传要求退款，
多数平台都拒绝退款。
事实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
十五条对网络交易 7 日内可无理由退货的
例外情况作了列举，并设置了兜底条款。除
消费者定作的、鲜活易腐的、在线下载或拆
封的数字化商品等之外，消费者有权自收到

商品之日起 7 日内退货，且无须说明理由。
今年 7 月 16 日，民航局发布了《关于改
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航
空公司要设置阶梯退改签费率制度，严禁
OTA 平台在退改签收费标准之外向旅客加
收额外费用。
“票品一概地‘不得无理由退票’是不可
取的霸王条款。”蒙慧欣说，实际上商家可效
仿机票、火车票等设置梯度退票费率，对于
不影响商家再次销售的情形下，甚至也完全
做到 7 天无理由退款。
业内人士表示，高退票费违背公平交易
的原则，损害了乘客的合法权益。高额退改
签费用以及特价机票不退不换的条款应认
定为无效。
“对于包括在线旅游平台在内的生活服
务电商平台而言，不仅需要明确规范、坚守
底线，更应该专注于产品与用户服务质量的
提升，从产品经营、服务保障、防范风险等多
个方面提升综合实力，这样才能在瞬息万变
的行业大潮中站得稳、行得远。”电子商务研
究中心生活服务电商分析师陈礼腾说。

勇于为理想献身的共产党员—
勇于为理想献身的共产党员
—王复生
新华社昆明 10 月 11 日电（记者丁怡
全）
“王复生是云南籍第一位共产党员。他
是一个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者，是云南人民
的优秀儿子。”云南省祥云县“红色传承”教
育基地管理中心主任王锦琼介绍烈士王复
生的事迹时，总是满怀深情。
王复生，原名王濡廷，1896 年 9 月出生
于云南省祥云县。1917 年考入北京大学文
科预科班。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想的熏
陶，王复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王复生与邓中夏等
19 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
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
北京等地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开展工
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1920 年 11 月，李大钊建立北京社会主
义青年团，王复生是第一批入团的团员之
一。1921 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王复生还参
加了李大钊、邓中夏等领导的早期北方工人
运动。1921 年秋，王复生受党组织派遣先
后到陕西华县、绥德和广州等地建立党的组
织，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王复生引
领自己的两个弟弟王德三、王馨廷先后走上
革命道路。
1926 年 4 月，
王复生被党组织派往广州，
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5 月，在国共合
作的形势下，
受党组织派遣，
王复生回云南主
持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
的国民党云南省临时党部，积极配合中共云

南地方组织开展革命运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后，
王复生遭军阀逮捕，
后被营救出狱。
1936 年 6 月，日军在东北地区实行“大
检举”、大搜捕，大肆逮捕抗日爱国人士，疯
狂镇压抗日力量，王复生不幸被日军宪兵队
逮捕。日寇对王复生进行了残酷的刑讯逼
供，胸骨、肋骨、腿骨全都被打断，逼他说出
党组织和抗日活动情况，但王复生视死如
归，始终严守党的机密。1936 年 8 月 15 日，
王复生在齐齐哈尔北门外江坝被日军杀害，
时年 40 岁。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西宁市 2018 年重大科技专项公示
根据《西宁市重大科技专项管理办法》要求，通过项目征集、园区推荐、企业申报、专家
论证等程序，优中择优，拟立项重大科技专项 7 项，现予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任何单
位或个人可在公示期内对公示项目提出书面异议，
异议材料应注明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公示时间：
2018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8 日。

受理处室：
西宁市科技局高新技术发展计划处
联系电话：8230515
电子邮箱：
jhc8230515＠163.com
西宁市科学技术局
2018 年 10 月 12 日

西宁市 2018 年重大科技专项公示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一、重大科技专项
1
高拉伸强度高孔隙率锂电池隔膜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2
5 微米电解铜箔关键技术研究
3
新能源汽车高速电机用高扭矩输出镁合金减速器壳体关键技术研究
4
多组元钛合金电子束熔炼过程控制核心关键技术
5
多主栅 PERC 双面电池及其半片双玻双面发电组件关键技术研究
6
电子特种气体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二、创新平台专项
7
西宁市·黄河水电光伏产业技术中心（新型高效电池设计和工艺关键技术开发）

项目实施单位
青海北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青海盐湖特立镁有限公司
青海聚能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西安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黄河水电光伏产业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