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艺苑撷英”——勤学苦练作品展
演（二）
演出时间：7月20日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艺苑撷英”——勤学苦练作品展
演（三）
演出时间：7月27日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涪陵大剧院

《菊次郎的夏天》钢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7月20日 19∶30
演出票价：20/40/60/80元

中国歌剧舞剧院丨大型民族舞剧
《孔子》
演出时间：7月31日 19∶30
演 出 票 价 ：80/180/280/380/480/680
元

重庆文化宫大剧院

2018桂冠之声·浪漫弦音之旅大
提琴与钢琴音乐会
演出时间：7月20日 19∶30
演出票价：280/180/80元
套票：300（180*2）/450（280*2）

开心麻花话剧《旋转卡门》
演出时间：7月27/28日 19∶30
演出票价：100/180/280/480/680/880元
套 票 ：280（180*2）/380（280*2）/580
（480*2）/780（680*2）/980（880*2）元

施光南大剧院

施光南大剧院第四届打开艺术之
门——小“one”的打击乐奇幻之旅亲子
音乐会
演出时间：7月18日 19∶30
演出票价：10/30/50/70/100元
套票：160（100*2）/210（100*3）元

施光南大剧院第四届打开艺术之
门——“萧音如约”温箫如钢琴独奏音
乐会
演出时间：7月20日 19∶30
演出票价：10/30/50/70/100元

套票：160（100*2）/210（100*3）元
施光南大剧院第四届打开艺术之

门——大卫贝肯熊（倒霉熊）之《今天，
运气真好！！》
演出时间：7月22日 19∶30
演出票价：10/30/50/70/100元
套票：160（100*2）/210（100*3）元

音乐剧《点心侠》
演出时间：7月30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30/280元

施光南大剧院第四届打开艺术之
门——意大利奇妙人声秀MEZZOTO-
NO
演出时间：7月31日 19∶30
演出地点：施光南大剧院
演出票价：10/30/50/70/100元
套票：160（100*2）/210（100*3）元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丁一滕作品丨先锋实验话剧《醉梦
诗仙》
演出时间：7月20-21日 19∶30
演出票价：480/380/280/180/80元

中国歌剧舞剧院丨大型民族舞剧
《孔子》
演出时间：7月27-29日 19∶30
演出票价：680/480/380/280/180/80元

古典与浪漫系列 波兰克拉科夫
二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7月18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80元

《Jazz Night》重庆木管五重奏爵
士之夜专场音乐会
演出时间：7月22日 19∶30
演出票价：380/180/120/80/60元

官方网址：http：//www.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
微商城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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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在回
答有关美国指责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规
则的提问时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中
国将继续当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模范
生，也希望美方用实际行动尊重和遵守
世贸组织规则，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
的多边贸易体制。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一
段时间以来，美国通过发布多份报告，指
责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并将此作
为对中国实施单边贸易措施的重要理
由。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7年来，履约守信，付出巨大努力和代
价，为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自
2002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
均贡献率接近30％，国际社会对此有目
共睹。

华春莹表示，如果中国不遵守世贸
组织规则，中国为什么选择加入世贸组
织？当年中国政府作出“入世”决定，是
因为笃信融入经济全球化符合历史潮
流，促进自由开放贸易能够互利共赢。

入世17年以来，中国初心不变，言行如
一。中国大幅削减汽车关税，相关排量
乘用车进口额从2001年到2017年年均
增长26.4％，贸易逆差由8.7亿美元增至
343.5亿美元。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
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
方性政策法规19万件。

她表示，如果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
规则，中国为什么全面履行“入世”承
诺？中方不久前发表了《中国与世界贸
易组织》白皮书，用事实和数字说话，明
确表明中国在货物降税、服务贸易开放、
进口配额等非关税措施等方面已全面履
行承诺，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
降至9.8％，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进
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1
年的57.5％上升到2017年的83.7％，服
务领域外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中国对
外支付知识产权费年均增长17％，发明
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居世界之首。

华春莹说，如果中国不遵守世贸组
织规则，中国为什么始终坚定维护世贸
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中方坚信，
只有以契约精神遵守维护国际规则，才

能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
性。中国始终倡导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建设性参与贸易谈判等世贸组织工
作，通过加入《贸易便利化协定》等推动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全力支持发展中国
家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在主办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北京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
门会晤期间，推动将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写入成果文件。

“中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
不会动辄采取单边措施，违背自由开放、
非歧视、关税约束、‘特殊和差别待遇’等
世贸组织的根基。在大是大非面前，中
国讲原则、守信用、有担当。”她说。

华春莹说，中国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履行世贸组织承诺的努力获得了国际社
会的广泛认可。在前几天世贸组织对中
国进行的第七次贸易政策审议中，各方
普遍积极评价中国自主开放和继续全面
深化改革的举措，高度赞赏中国对多边
贸易体制的支持和贡献。世贸组织总干
事阿泽维多表示，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
贸组织以来，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作用

与日俱增，非常了不起，值得点赞。实际
上，美国自己也已连续发布16份关于中
国履行世贸组织承诺情况报告，除了今
年，前15份中都未出现“做错了”这个说
法。

华春莹说，美方不仅把美国一个国
家的利益凌驾在全球利益之上，而且把
美方的国内规则凌驾于全球规则之上。
在世贸组织，没有一个国家支持美方的
单边主义行为。

“刚刚来华出席第二十次中国欧盟
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今
年6月就曾指出，基于规则的国际体制
正在受到威胁，令人吃惊的是，造成威胁
的不是别国，而是构建这体制的美国。”
华春莹说，包括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亚当·波森等多位国际经济界
权威专家也公开表示，今天的美国政府
是对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最大威胁。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中国将继续
当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模范生，也希望
美方用实际行动尊重和遵守世贸组织规
则，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
体制。”华春莹说。

美指责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外交部回应：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7月
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食药安办
举行的2018年重庆市食品安全宣
传周启动会上获悉，为确保“舌尖上
的安全”，全市将开展多种专题宣传
活动。

据了解，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
的主题是“尚德守法，食品安全让生
活更美好”，活动时间为7月17日
至7月29日。

“今年上半年，我市加大了对食
品安全的监管。”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6
月，全市抽检食品（含食用农产品）
17526批次，检出不合格产品312
批次，目前已全部核查处置。

目前，全市有7家超市正在接
受首批市级“放心肉菜示范超市”评

估验收公示，A、B级餐饮经营单位
占比由2017年底的41.1％提高到
54.1％，287个农产品申报“巴味渝
珍”品牌，新认证农产品“三品一标”
104个（有效期总数达3550个）。查
处火锅类餐饮单位使用“地沟油”、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网
络订餐等食品安全违法案件2933
件。

为了营造人人参与、共治共享
的良好氛围，宣传周期间，市食药监
局、市农委、市公安局等14个市级
部门将举办40项专题宣传活动。
比如市食安办将举行食品安全“进
万家”活动，针对网络订餐平台等食
品消费重点，集中开展贴近消费、贴
近生活的科普服务和消费警示服
务，让科学知识走进百姓生活。

今年上半年全市抽检食品17526批次

重庆启动2018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记
者 刘诗平）水利部部长鄂竟平17日表
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已全面建立河长制，共明确
省、市、县、乡四级河长30多万名，另有
29个省份设立村级河长76万多名，打
通了河长制“最后一公里”。

鄂竟平在全面建立河长制新闻发布
会上说，河长制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
责任体系初步形成，已经实现河长“有
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省、市、县三级均成立了河长制办公室，
承担起河长制的日常工作。同时，建立
了河长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信息报
送制度、工作督察制度、考核问责与激励
制度、验收制度等6项配套制度。各级
河长开始履职，党政领导上岗，社会共治
正在形成。

百万河长上岗

我国全面建立河长制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7月
17日，市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
庆都以晴热天气为主，18日最高温
度将达41℃，后天可能达到42℃。

实况监测显示，截至17日下午
16时，全市各地最高气温在30到
41℃之间。其中巫山气温最高达
40.9℃，主城最高37.3℃。

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还将
更热，最高温度将冲至42℃，局地
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市民要做好防
暑降温。

具体来看，17日夜间到18日

白天，各地晴间多云，午后到夜间有
分散雷阵雨，全市大部分地区气温
23～41℃，城口及东南部21～36℃，
主城区晴间多云，29～39℃；18日
夜间到19日白天，各地晴间多云，
午后到夜间有分散雷阵雨，全市大
部分地区气温25～42℃，城口及东
南部22～36℃，主城区晴间多云，
30～39℃；19日夜间到20日白天，
各地晴间多云，午后到夜间有分
散雷阵雨，全市大部分地区气温
25～40℃，城口及东南部22～36℃，
主城区晴间多云，29～38℃。

注意防暑！

今天最高温度将达41℃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国务
委员王勇17日出席全国食品安全
宣传周启动仪式时强调，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全面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以“四个最严”保障“舌尖上的安
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王勇指出，食品安全是最基本
的民生，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最基
本的需要，是全社会的共同期盼。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
度，充分认识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把食品安全、人民健
康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升监管
能力和水平，层层压实各方责任，严
格把好食品安全各道关口。坚持问
题导向，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
击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创新监管方式，完善守法诚信褒奖
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让守法
者行走天下、失信者寸步难行。健全
社会共治，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
监督重要作用，让保护食品安全成为
全社会道德准则，让共同守护食品安
全底线成为基本的社会共识。

王勇出席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时强调

尚德守法 社会共治
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7月
16日，以“智慧农业科技”为主题的
第十一届中英创业计划大赛在伦敦
启动。令人期待的是，本届大赛总
决赛将于10月22日在重庆市荣昌
区举行。届时，中、英双方各5支入
围队伍将在荣昌进行成果展示并角
逐500万英镑奖金。

中英创业计划大赛作为英国
“首相计划”项目之一，旨在中英经
济、教育、文化等方面提供交流合作
平台。自从赛事开办以来，每届都

吸引中英两国200余支创业队伍参
赛，累计共有40余个团队获得相应
资金技术支持，并将项目落户中英
两国。本届中英创业计划大赛由荣
昌高新区管委会联合英国卫星应用
国家技术中心、英国离岸再生能源
国家技术中心、全英中国创业发展
协会、东英吉利亚大学、诺森比亚大
学、Cocoon Networks、英德集
团及重庆市欧美同学会主办，中英
企业家基金将为此次大赛提供500
万英镑奖金。

中英创业计划大赛总决赛将在荣昌举行
参赛队伍角逐500万英镑奖金

重庆演出信息

快 读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记者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
17日称，通过新一轮地方定价目录修订，
地方政府定价项目在2015年缩减55%、
平均保留45项左右的基础上，进一步缩
减到平均32项左右，缩减幅度达30%，
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已基本放开。

地方定价项目
再减30%

重庆斯威不敌长春亚泰遭6连败
➡两个月的间歇期并未让重庆斯威摆脱颓势。在7月17日结束的中

超联赛第12轮比赛中，主场作战的重庆斯威虽然由塞巴先进一球，但却被
对手连追2球，最终以1∶2负于长春亚泰，遭遇6连败。（记者 黄琪奥）

2018重庆全民健身周活动8月3日启动
➡7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我市将于8月3日至12日

举办主题为“新时代全民健身动起来 重庆动起来”的2018年全国全民健
身日暨重庆市全民健身周系列活动。活动期间，除8月3日在重庆奥体中
心举行启动仪式及全民健身活动以外，还将在8月4日至12日，举行包括全
国棋牌项目万人同赛重庆分会场活动、2018年重庆市奥体游泳节、2018年
重庆市公开水域游泳比赛等一系列全民健身活动。

（记者 黄琪奥 实习生 冉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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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
生 刘欣 陈俊伶）7月17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重庆城投路桥公司了解
到，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大修以来，施
工进展顺利，将于19日早上6点起开
放上游半幅（靠近渝澳大桥）的路面，
原有交通管制方案和限行方案保持
不变。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于今年4月
21日开始实施大桥桥面大修整治，桥
面整治工程计划11月7日结束。本
次大修原定工程为期200天，因为施
工进展顺利，第一阶段工期比原计划
提前了11天，所以半幅转换时间也
有所提前。

据了解，大修工程转换桥面半幅

后，交巡警将根据规划，在路面画临
时标线，等大桥维修全面完工后，将
清除临时标线再统一划线，相应的桥
头围挡、水马等设施也将进行调整。
需要提醒的是，此次调整仅是大桥上
游半幅完成，牛角沱嘉陵江大桥的管
制和黄花园大桥、渝澳大桥、嘉华大
桥的限行方案不变。

大修顺利工期提前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明日开放上游半幅路面通行
原有交通管制方案和限行方案保持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