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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本报讯 （记者 韩毅）9月24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旅发委获悉，今年中秋假
期，喜逢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重庆都市
旅游热闹非凡、乡村旅游红红火火、温泉
旅游备受追捧、精品景区表现不俗，全市
共接待境内外游客1051.36万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52.53亿元。

据介绍，节日期间，重庆各区县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旅游节会活动。如，万盛举
办了尚古村落共赏粉黛花开和猜灯谜活
动，沙坪坝举办了歌乐山国际慢城漫游
节，奉节举办了“第二届中国·白帝城国际
诗歌节”，开州举办了“举子怀乡·月映汉
丰”中秋晚会，梁平及各区县举行了盛大
的重庆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和分
会场系列活动。

这些活动除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也增添了旅游吸引力。据初步统计，三天
假期，全市共接待境内外游客1051.36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2.53亿元。

其中，都市旅游热闹非凡。假日期
间，主城片区各大商圈、景区受到市民、游
客青睐，人流如织。洪崖洞景区接待游客
21.6万人次，长嘉汇弹子石老街接待游客
16.33万人次，观音桥商圈都市旅游区接
待游客19.55万人次，磁器口古镇接待游
客18.86万人次。

乡村旅游红红火火。江北铁山坪接
待游客4.1万人次，巴南云篆山接待游客
4.24万人次，永川黄瓜山接待游客15.2万
人次。

温泉旅游备受追捧。得益“中国温
泉之都”“世界温泉之都”金字招牌，假日
期间重庆各大温泉景区人气火爆，海兰
云天温泉度假区、贝迪颐园温泉度假区、
统景温泉、金剑山温泉、东温泉、南温泉
分别接待游客2.66万、0.79万、0.32万、
1.44万、7.91万和5.66万人次，柏联温泉
酒店、悦榕庄、心景温泉酒店、海宇温泉
酒店等特色温泉酒店客房平均入住率超
过90%。

精品景区表现不俗。纳入市旅发委
统计直报点的12个“百万游客俱乐部”旅
游景区共接待游客49.88万人次，实现门
票收入1819.95万元。其中，武隆喀斯特
旅游区接待5.78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520.2万元；云阳龙缸景区接待5.48万人
次，实现门票收入546.75万元。

假日期间，全市旅游市场秩序井然，
无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实现了“安全、有
序、优质、高效、文明”的目标。

（相关报道见10版）

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记者 韩
洁 刘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发布《关
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
旨在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
美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

白皮书全文约3.6万字，除前言外，共
包括六个部分，分别是中美经贸合作互利
共赢、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美国政府的贸
易保护主义行为、美国政府的贸易霸凌主
义行为、美国政府不当做法对世界经济发
展的危害、中国的立场。

白皮书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意义重大，也对全
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白皮书指出，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
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是正常的，关
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
长期以来，两国政府本着平等、理性、相向
而行的原则，先后建立了中美商贸联委会、
战略经济对话、战略与经济对话、全面经济
对话等沟通协调机制，双方为此付出了不
懈努力，保障了中美经贸关系在近40年时
间里克服各种障碍，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
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白皮书说，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
任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抛弃相互
尊重、平等协商等国际交往基本准则，实行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对许
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作出一系列不实

指责，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进行经济
恫吓，试图采取极限施压方法将自身利益
诉求强加于中国。

白皮书说，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从维护
两国共同利益和世界贸易秩序大局出发，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基本原则，
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美国关切，以求
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克服各种困
难，同美国开展多轮对话磋商，提出务实解
决方案，为稳定双边经贸关系作出了艰苦
努力。然而，美国出尔反尔、不断发难，导
致中美经贸摩擦在短时间内持续升级，使
两国政府和人民多年努力培养起来的中美
经贸关系受到极大损害，也使多边贸易体
制和自由贸易原则遭遇严重威胁。为澄清

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
摩擦的政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中国
政府特发布此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中美经贸关系事关两国
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和平、繁荣、稳定。
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中国的立场是
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

中国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杨铌紫）

曾经风雨飘摇的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称重庆钢铁），经过司法重整后
焕发出勃勃生机。9月24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称市一中法院）获悉，在重庆钢铁为期
半年多的司法重整中，以市场化、法治
化和专业化方式成功化解巨额债务和
生存危机，为国企改制提供了范本。截
至今年上半年，重庆钢铁实现净利润
7.62亿元，大幅扭亏为盈。

重庆钢铁前身是清朝湖广总督张
之洞于1890年创办的汉阳铁厂，是当
时亚洲最大、最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
抗战时期迁入重庆，为抗战胜利作出过
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重钢又创下

“轧制出新中国第一根钢轨”“第一条中
厚钢板控轧控冷示范生产线”等多个第
一，成为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钢铁生产
基地。重庆直辖后，重庆钢铁先后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挂牌。然而从2011年以来，重庆钢铁
陷入连年巨亏，在市一中法院受理重庆
钢铁重整案前，企业已身负百余起诉讼
案件，如果在2017年内无法实现主营
业盈利，将面临退市风险。

为此，市一中法院在2017年4月收
到对重庆钢铁重整的申请，经审查并报
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后，于2017年7月正
式裁定受理。在司法重整过程中，法院
协同重庆钢铁管理人制定以“满产、满
销、低成本”为企业发展目标的经营方
案，同时采取市场化方式引入国内首支
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四源合基
金参与重整。2017年11月20日，市一
中法院裁定批准重庆钢铁重整计划，并
于当年12月29日正式裁定确认重庆钢
铁重整计划执行完毕，避免了退市风
险。

“以人民为中心，在重庆市委的领
导下，精准践行供给侧改革要求，是重
庆钢铁司法重整的主要原则。”市一中
法院副院长裘晓音称，重庆钢铁重整案
涉及约400亿元债务、1万余名职工、17
万余户中小股东、2700余名债权人，系
目前国内涉及资产及债务规模最大的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重整、首例“A+H”股
上市公司重整、首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
重整，被认为“特别重大且无先例”。

面对错综复杂形势，重庆坚持以职
工、债权人和股民利益为重，充分保护
各方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并紧扣中央
深化供给侧改革要求，以市场化、法治

化方式成功化解企业债务危机和生存危机，探索出一条国企改制的新
路子。“重钢重整的成功，市委、市政府坚强的组织领导是根本保证。”时
任重钢司法重整管理人团队主要负责人、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智奎说。

目前，重庆钢铁重整案已入选全国法院十大典型案例。最高人
民法院、重庆市委将重庆钢铁司法重整案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典型案例”，向中央财经委员会推荐
上报。 （相关报道见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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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应邀访问
新加坡，并同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共同主
持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苏
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天津生态城联合协调理事会第十次会
议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联合协调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双方全面梳理高层共识落实情况和
务实合作进展，充分肯定苏州工业园区、
天津生态城、（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和广州知识城建设成果，重点围绕共
建“一带一路”、经济转型、金融合作、人文

交流、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
交流，并规划下阶段合作方向和重点。双
方一致同意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好互联互通、
金融支撑、三方合作三大平台，将对接“一
带一路”的中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道和三
方合作打造为合作新亮点，更好发挥示范
和推动作用。

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
第二次会议上，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
智就《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联合进展报告》作说明。唐良智说，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召开以来，中新两国领导人多次会晤，对项
目作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为项目行稳
致远提供了根本遵循。截至目前，双方共
签约130多个项目，总金额约219亿美元，
金融服务、航空产业、交通物流、信息通信
四大重点领域以及其他领域合作都取得了
积极进展。下一步，重庆将坚决遵照两国
领导人的系列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两
国政府间协议和本次会议达成的重要共
识，更加突出开放理念，不断探索体制机制
和商业模式创新，继续打造好对接“一带一
路”的中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道，务实推进
四大重点领域合作，做深做实中新互联互

通项目，形成更多可视性成果，更好为共建
“一带一路”发挥示范和推动作用。

会后，在中新两国领导人见证下，重庆
市委组织部与新加坡外交部技术合作司签
署了领导干部培训合作谅解备忘录，两江
新区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签署了共建新加坡
国立大学（重庆）研究院战略框架协议。

18日，唐良智看望了在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学集中培训的重庆学员，勉励大家把
握难得机会，认真抓好学习，做到学以致
用，为推动重庆内陆开放和城市发展作出
贡献。随后，唐良智会见了南洋理工大学
校长苏布拉·苏雷什教授，双方就开展两江
新区数字经济研究合作、推动共建中新国
际人才培养与合作交流中心和中新（重庆）
国际联合研究院等事宜交换了意见。

同日，唐良智还会见了新加坡金鹰集
团主席陈江和，就金鹰集团在重庆布局的
亚太森博项目进行了沟通，达成了深化合
作的共识。

（本报记者）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
第二次会议在新加坡举行

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但近段时
间以来，美国政府挑起并持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使两国政府
和人民多年努力培养起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受到极大损害，也
使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遭遇严重威胁。

9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
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以大量事实和详实数据，对中美经
贸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白皮书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
本质是互利共赢，指出美国的所作所为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贸
易霸凌主义行为。白皮书阐明中国的政策立场，充分展示了
中方推动问题合理解决、保持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坚
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和意志。

2017 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 5837 亿美元，是 1979 年
建交时的 233 倍。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中美经贸合作是

双赢关系，绝非零和博弈，既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
善，也使美国企业和国民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
美经贸交往规模庞大、内涵丰富、覆盖面广、涉及主体多元，
产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难免，两国应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
善处理分歧，务实化解矛盾。然而，现任美国政府通过发布

《对华 301 调查报告》等方式，对中国作出“经济侵略”“不公
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污名化
指责，严重歪曲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无视中国改革开放
的巨大成绩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心血汗水，这既是对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不尊重，也是对美国人民真实利益的
不尊重，只会导致分歧加大、摩擦升级，最终损害双方根本
利益。

（下转2版）

合作是处理中美经贸摩擦唯一正确选择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吴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
增长动力的攻关期。2017年
9月5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

了《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中央有部署，重庆有行动。近日，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加快建设质量强市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按照计划，到2020年，重庆供给质量明显改善，供给体系更有效
率，质量强市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这份行动纲领，将产生怎样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将通
过怎样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如何推动重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高质
量发展？

紧扣“两点”建设“两地”实现“两高”

作为这份纲领的起草单位，市质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施意
见》的目标主要包括质量水平明显提升、品牌实力明显增强、产业发展
质量稳步提高、区域质量水平整体跃升、人居环境质量逐步改善、质量
技术基础效能要充分释放等方面。

到2020年，重庆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提升到86以上，工业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稳定在90%以上，主要农产品综合抽检合格率稳
定在97%以上，出口产品风险监测合格率在99.5%以上，重大建设工
程验收合格率保持100%。 （下转2版）

重庆出台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意见
两年内质量强市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9月23日，万盛黑山谷景区天空悬廊，游客在300米高的悬崖上荡秋千。 特约摄影 曹永龙

《关于中美经贸摩
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
白皮书全文见5－8版

扫一扫 就看到

都市游热闹非凡 乡村游红红火火 温泉游备受追捧

中秋节重庆旅游业揽金52.53亿元

9月24日，“一样的月光”中秋公益晚会在南岸区举行，100多名
孩子在家长和爱心团体的陪伴下欢度中秋。记者 谢智强 摄

9月24日，铜梁安居古城，游客在观看川剧表演。
通讯员 赵武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