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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7月9日电（记者刘
良恒）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革命老区
湖南浏阳，涌现了许多革命志士，第一任
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就是其中的一员。

潘心元，又名潘心源，1903 年 1 月
24日出生在湖南浏阳县丰裕伍佳渡（今
浏阳市永安镇丰裕社区）。潘心元自小
思想活跃，1921 年夏，他考入长沙市岳
云中学，与田波扬等同乡创办“浏北新
民社”，出版《新民》社刊，宣传马克思主
义思想。192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底，中共湘区委员会派潘心
元到浏阳，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开
展革命工作，协助夏明翰建立浏阳第一
个农村党支部。

1926 年 10 月，潘心元主持召开中
共浏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共浏
阳县委，任书记。1927 年 2 月，组织农
民武装，建立浏阳工农义勇队，任党代
表。同年四五月间，潘心元出席在武汉
召开的党的五大，支持毛泽东等提出的
武装工农的主张。

1927 年 5 月 21 日，马日事变发生，
湖南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潘心元对
妻子说：“我的头是钢铸铁浇的，对革命
是至死不移的。”“革命不成功，我是誓
不罢休的。”

马日事变发生后，潘心元率领近万
名浏阳农军参加围攻长沙的斗争。
1927年 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出
席了毛泽东在安源召开的秋收起义军
事会议，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党

代表。在陪同毛泽东指挥秋收起义途
中路遇国民党地方武装，他机智勇敢地
掩护毛泽东脱险。

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潘心元留
在平江、浏阳、醴陵地区组建游击队，与平
浏醴特委书记夏明翰一起组织开展游击
斗争。1928年，任湘东特委副书记，带领
游击队支持彭德怀等领导的平江起义。
同年冬，他任湖南省委委员、农民部部长。

1929 年，潘心元任中央巡视员，到
湘赣红军中传达党的六大精神。1930
年 2 月当选为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常
委，曾任红三军代理政委、红一方面军
总前委委员，参加了红军第二次攻打长
沙之战。期间，他多次往来于上海与苏
区之间，传达党中央指示，向中央报告
秋收起义和红军斗争的情况。

1930年 8月，潘心元赴上海向党中
央汇报工作，提交了《巡视湘鄂赣三省
红军之报告》。同年 9 月，由周恩来安
排，潘心元赴浙南地区巡视党务工作和
军事工作，同时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
1930年 12月，因叛徒出卖，潘心元在浙
江省玉环县被捕，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年仅27岁。

浏阳市党史办主任罗业永告诉记
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潘家后人和浙
江当地政府才确认玉
环县苔山岛上的潘姓
烈士墓就是潘心元的
墓，这时距他牺牲已
经50多年了。

潘心元：对革命至死不移
新华社长沙 7 月 11 日电 （记者

陈宇箫）湖南炎陵县中村乡龙潭瑶族
村何家组，有一座黑瓦白墙的江南古
宅。宅子建于晚清，全国最早的共产
党员之一的何孟雄，就在这座“何家
大屋”里长大。参加革命后，他就再
也没有回来过。

“当年小吏陷江州，今日龙江作
楚囚。万里投荒阿穆尔，从容莫负少
年头。”这是何孟雄一次入狱后在监
狱墙壁上写下的一首诗。

何孟雄，1898年6月生，湖南炎陵
人。早年在长沙求学期间，与毛泽东、
蔡和森、邓中夏等交往密切，建立了革
命友谊。1919 年 3 月，何孟雄进入北
京大学学习，受《新青年》为代表的新
思潮影响，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成
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

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的指导和
帮助下，何孟雄和邓中夏、罗章龙等人
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
说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同年11月，加入北京社会主
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何
孟雄是全国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
同年冬，当选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

会书记，同时任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北 方 分 部 成 员 ；
1923年6月，出席在
广州召开的中共第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5月1日，
任刚刚成立的京绥铁路总工会秘书
长；1926年5月，调任中共唐山地委书
记；1927年4月，调到当时的革命中心
武汉工作，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

在此期间，何孟雄作为北方党组
织和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成员，参与
发动和领导了京绥铁路、开滦煤矿、
唐山铁路机车厂、正太铁路和京汉铁
路工人大罢工等许多重大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9月，中共
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何孟雄也被调
往上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
淮安特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兼农民
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等
职，参与领导江苏各地党组织的恢
复、发展工农运动和开展武装斗争。

1931 年 1 月 17 日，因叛徒告密，
何孟雄在上海被捕。在狱中，他保持
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
宁死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1 年 2 月 7 日，何孟雄与其他
23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上海龙华
英勇就义，时年33岁。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
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
般红。”这首诗就是为了纪念这 24 位
革命烈士所作。炎陵县档案史志局
原局长张晓建说：“何孟雄曾多次入
狱，在最困难的时候对党的忠诚、对
崇高理想的追求始终不变，这种精神
依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何孟雄：从容莫负少年头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1 日
在回应美方公布拟对中国 2000 亿
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时说，
这是一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保
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强权与规则之
战。中方将和国际社会一道，站在
历史正确一边，共同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和规则。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答
问时说，美方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
主义，中方将作出必要反制，坚决维
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华春莹说，当今时代，各国经济
不同程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
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兴衰相伴。立
己达人方是正确选择。如果固守

“零和博弈”的过时思维，任性挑起
贸易战，不仅损害当事双方利益，也
伤及全球产业链上的各方利益，不
会有赢家。中国货物出口的 40%，
高科技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二都是在
华外资企业实现的。

“美方是在向全世界开火，也在
向自己开火。多位国际经济界权威
人士的有关表态也充分表明，美方失

去理性的行为十分危险，害人害己，
不得人心。”华春莹说。

她说，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坚
决抵制单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规则。

“这是作为负责任国家应有的担当
和责任”。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记者
于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1日就美
方公布拟对我 2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
加征关税清单发表谈话。

发言人指出，美方以加速升级的
方式公布征税清单，是完全不可接受

的，我们对此表示严正抗议。美方的
行为正在伤害中国，伤害全世界，也
正在伤害其自身，这种失去理性的行
为是不得人心的。

发言人表示，中方对美方的行为
感到震惊，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
人民根本利益，中国政府将一如既
往，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制。与此同
时，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共
同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
制，共同反对贸易霸凌主义。与此同
时，我们将立即就美方的单边主义行
为向世界贸易组织追加起诉。

外交部发言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分别就美方公布拟对我 2000亿美元
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答记者问和发表谈话

中方将作出必要反制 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大豆全身都是宝。制作豆奶、豆腐、豆皮、酱
油外，压榨豆油后的豆粕是重要饲料蛋白，鸡鸭
鱼肉蛋背后都有大豆。

针对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中国政府采
取对等措施，同百姓餐桌有关的就有大豆。中国
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以
及国家粮食行业主管部门人士认为，从雄厚的国
家粮食储备到日益成熟的全球市场运作能力，百
姓餐桌可保无虞。

中储粮：
国家储备有“压舱石”

作为国家粮食储备“压舱石”，中储粮有关负
责人说，我国油脂油料储备体系完善，储备资源
充足，加工和流通配套能力良好，能够随时响应
保证供应、稳定市场的调控指令。

储备资源充足。我国具有较为完善的储
备体系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储备库存，其中
大豆和食用油是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近 20 年不断发展，储备规模、品种、布局都已
比较完善，能够满足国家保证供应、调控市场
的需要。

流通能力良好。目前储备大豆和食用油主
要储存于全国油脂油料加工集散地和重点产销
区，周边均能够便捷抵达加工设施，能够及时将
原粮加工为终端产品。中储粮油脂油料储备库
均毗邻码头、铁路专用线等物流设施，具有高效
的物流中转能力。

储备与加工紧密结合。中储粮将储备库与
加工厂一体布局，形成油脂油料储备和加工基
地，使储备轮出到加工的链条缩短、效率提高。
目前中储粮年油脂压榨能力达到650万吨，投放
市场更加高效，维护市场稳定能力更强。

据介绍，近两年来，中储粮主动调整进口来
源地，有计划地通过进口和国内收购增加油脂油
料储备，通过调整进口产地和到货安排等方式，
稳步推进储备增储工作，优化品种布局结构，进
一步增强了储备的保供和市场调控能力。降
低集中度过高带来的风险，形成稳定成熟的多
元化国际贸易渠道。

“以南美为主的非美大豆进口已占到我国大
豆进口量六成以上。从中储粮油脂公司的进口
情况来看，2017 年进口大豆 26.2%来自巴西，
43.2%来自阿根廷、乌拉圭。”中储粮办公厅副主
任申雷海对记者说。

中粮集团：
全球市场化保障有能力

作为我国第一大粮油食品企业、世界第五
大粮商，中粮集团已实现全球布局市场化方式
保障供给。通过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中粮建立
了超过我国进口粮食贸易量一倍以上的全球
贸易能力。

目前中粮是南美、黑海等地领先的粮食贸易
商，2017 年海外农产品经营量超过 1 亿吨，可以
发挥国际贸易能力，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南美洲是未来全球农业最具增长潜质的地
区，也是中粮全球布局的关键区域。”中粮集团总
裁于旭波说，作为全球最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之一，
大豆、玉米、糖、乙醇、咖啡等品种出口量均排名世
界第一的巴西，是中粮在南美洲业务开展最广泛
最深入的国家。

中粮在巴西投资金额超过 19 亿美元，拥有
19 个物流仓储设施和 7 个加工厂。中国每年进
口的大豆中约 46%来自巴西。作为巴西大豆主
要进口商，中粮每年进口大豆，巴西占一半。

中粮与阿根廷长期维持着良好贸易合作
关系。中粮国际在阿根廷总投资约 15 亿美
元，员工 1504 人，主要经营大豆、玉米、小麦等
原粮出口。2017 年谷物和油籽总经营规模达
1238 万吨，位居阿根廷第一。2017 年，中国从
阿根廷进口大豆 635 万吨，其中中粮进口大豆
120 万吨，占 19%。

从 豆 油 来 看 ，全 球 植 物 油 贸 易 量 超 过
8000 万吨，豆油供应缺口可通过进口豆油、菜
油、葵油等植物油品种来满足。从豆粕供给
看，全球油料和粕类贸易品种丰富、规模较
大，可以增加从南美等国家的大豆进口，增加
菜籽、葵籽等油料进口，增加豆粕、菜粕、葵粕
和鱼粉进口。

权威部门：
多措并举有办法

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分析，通过多措并举，
中国有能力应对美国大豆进口减少的缺口。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人士表示，国内
大豆产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今年 10 月到明年 2 月，此时段为美国大豆主
要出口期。今年巴西大豆丰收，我国主要进口巴
西大豆。第二阶段，即明年3月份以后。当前巴
西、阿根廷等大豆出口收益较好，预计明年南美
大豆种植面积大幅增加。中亚“一带一路”国家
也可能增加大豆种植面积。2019 年 3 月份以后
的大豆进口依然有保障。

“我国可以通过增加国内大豆产量，拓宽大
豆、粕类进口来源等措施保障供给，同时加强饲
料配方的研究，减少对豆粕需求的依赖，降低进
口需求，相信有1年至2年时间，将完全弥补美国
大豆退出后的缺口。”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高级经
济师王辽卫说。

“一带一路”沿线堪称世界粮仓。俄罗斯、乌
克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豆
产量和出口量近年来增长较快。近三年，俄罗斯
大豆出口增长达到 150%以上，这些国家土地资
源充足，具有较强的增产和出口潜力。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大粮商看大豆：

供应有保障 餐桌应无虞

中央气象台 11 日 18 时继续发布暴
雨黄色预警：预计 11 日 20 时至 12 日 20
时，福建西部、江西、湖南东部、四川盆地
西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北京
东南部、天津中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
雨。其中，江西中部、湖南东北部、四川
盆地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闽浙赣湘、京津冀和四川盆地等地
的部分地区都在下大雨或暴雨，但原因
各不同、暴雨持续时间也不相同。

闽浙赣：台风“玛莉亚”带来暴雨
台风“玛莉亚”11 日 9 时 10 分前后

在福建省连江县黄岐半岛沿海登陆，登
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4 级。10 时，

“玛莉亚”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
“玛莉亚”以每小时 30 公里左右的

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
弱，穿过福建北部，于 11 日晚上移入江
西境内，并减弱为热带低压。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说，
“玛莉亚”移动速度快、登陆强度强，裹
挟狂风骤雨，闽浙赣湘等地部分地区的
暴雨或大暴雨，正是由台风本体云系及
其外围螺旋云带所带来的。

京津冀部分地区近期多降雨
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1日白天到夜

间京津冀大部分地区出现明显降雨，部
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
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

“此次降雨特点表现为影响范围广，
累计雨量大，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北京
市气象局气象服务副首席吴宏议说，本
次降水过程，主要是副热带高压外围偏
南暖湿气流与西来槽共同作用造成。

预报显示，北京地区11日下午到夜

间有大雨到暴雨，12日早晨降雨逐渐减
弱，12 日上午趋于结束。短暂间歇后，
13日至14日，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
流及台风“玛莉亚”减弱后的残余环流
的共同影响，京津冀的部分地区仍将有
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气象专家建议，强降雨天气导致低
洼地区和部分路段出现道路积水，对交
通早、晚高峰将产生不利影响，民众出
行注意交通安全，同时不要前往山区危
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

四川强降雨将持续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

计 11 日 20 时至 12 日 20 时，四川盆地西
北部和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盆地西
北部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马学款说，近日四川盆地西部大暴
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原因，与四川盆地东
侧的副热带高压密切相关。副高西侧强
盛的西南暖湿气流，为强降雨提供了充
沛的水汽和不稳定能量，北方南下的弱
冷空气与暖湿气流剧烈交汇，导致对流
发展。同时，盆地东侧副热带高压的阻
塞作用也使得强降雨带稳定维持在盆地
西侧，造成该地区的持续强降雨。

他指出，四川盆地西北部大暴雨与
川西高原地形也有关，地形坡度抬升也
使得降水量进一步加大。

此外，中央气象台11日18时发布中
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影
响，预计11日20时至12日20时，四川东
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
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专家提醒须注
意强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并做好
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
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叶昊
鸣）记者 11 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
对今年第 8 号台风“玛莉亚”给福建、浙
江两省造成的严重灾害影响，国家减灾
委、应急管理部紧急启动国家Ⅳ级救灾
应急响应。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11日16时，“玛莉亚”台风灾害共造成
福建省宁德、福州、南平、厦门、莆田等8
市 62 个县（市、区）23.8 万人受灾，17 万
人紧急转移安置，700 余间房屋不同程
度损坏，直接经济损失 2.4亿元；造成浙
江省温州、台州 2 市 15 个县（市、区）34
万人受灾，29.9万人紧急转移安置，农作
物受灾面积 800 余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2.5 亿元。具体灾情目前仍在进一步核
查统计中。

据了解，应急管理部前期派出的预
警响应工作组就地转为国家救灾应急
响应工作组，在受台风影响最为严重的
福建宁德、浙江温州实地查看灾情，全
力指导和协助地方开展应急救灾各项
工作。灾害发生后，福建、浙江两省减

灾委、民政厅均紧急启动省级自然灾害
救助Ⅲ级响应，福建省紧急下拨省级救
灾资金2000万元，省民政厅派出工作组
分赴宁德、福州等地，开放避灾安置点
2130个，向重点防区预置抢险救灾兵力
19928名，省消防总队出警39起，出动车
辆 36 辆、人员 194 人次。浙江省拟紧急
下拨省级救灾资金2300万元，全省已启
用各级避灾安置场所2398个，温州市投
入生活保障金 238 万元，县级下拨价值
近 300 万元物资，市消防支队共接警 50
起，出动警力51车222人，搜救被困人员
8人。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黄明强调，“玛莉
亚”台风是今年以来正面登陆我国的最
强台风，强度强、移速快、影响大，要全力
以赴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消防部队
要充分发挥应急救援主力军作用，要针
对这次台风特点和可能引发的山洪、滑
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应急救援力量
部署上做好充分准备。要与地方党委和
政府以及气象、国土、水利、交通等部门，
加强沟通协调和分析研判。

应对台风“玛莉亚”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对闽浙
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7月11日，在浙江台州温岭市石塘镇金沙滩，巨浪拍岸。
当日 9时 10分，今年第 8号台风“玛莉亚”在福建连江沿海登陆。受台风外围

影响，浙江台州部分沿海地区海面掀起大浪。 新华社发

南北大暴雨 原因各不同

据新华社泰国普吉 7 月 11 日电 泰
国普吉府府尹诺拉帕 11 日下午在游船
翻沉事故救援情况记者会上说，泰中救
援力量当天下午又发现一具遗体，初步
判定为“凤凰”号遇难者。至此，普吉游
船翻沉事故全部 47 名遇难者遗体已全
部找到。

诺拉帕说，当天下午泰中救援力量
在皮皮岛海域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并在
其身上发现人民币、晕船药及与“凤凰”
号乘客同款救生衣，初步认定为遇难的
中国乘客。该遗体预计当晚运送上岸，
其身份信息还需进一步核实。

他说，截至目前，“凤凰”号上 89 名
游客中，42人获救、47人死亡，其中43具
遗体完成身份认证，被证实为中国公
民。仍有1人遗体被“凤凰”号船体压在
海底等待打捞。

诺拉帕还表示，今后普吉府将从船
只、船长船员、乘客三个方面加强行船

安全，并在码头引入闭路电视等监控设
备和新技术，加强安全管控。

泰国海军第三舰队副总指挥乍龙
蓬则表示，泰中双方救援队当天进入

“凤凰”号沉没区域进行下潜作业，但因
天气变化影响潜水作业安全而中止，如
明日天气情况允许，将打捞被“凤凰”号
船体压住的遗体。他透露，这具遗体为
男性。

与此同时，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事
馆11日在其网站发布通告。通告说，7月
10日至15日，安达曼海和泰国湾海面将
有 2至 4米巨浪。目前仍有大批中国游
客赴上述地区乘船出海或参与浮潜等高
危项目。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据此提醒中
国公民务必提高安全意识，事先了解当
地天气海况，近期谨慎前往普吉、甲米、
攀牙等安达曼海域海岛游，在每年5月至
10月初季风季节，切勿冒险参与下海游
泳、浮潜或乘船出海等涉水项目。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追踪

最后一名失联乘客遗体找到

就在对中国启动 340 亿美元商
品加征关税后不到一周，美国 11 日
公布了拟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产
品加征关税清单。中国对这种加速
升级公布征税清单的做法表示严正
抗议。美国企图用强压、速决的手
段逼迫对方就范的企图终会落空，
中国将在理性冷静中坚决应对。

美国从来都是以世界霸主的心
态对待一切，这次竟然以中国反制
为由再加码征税清单。明眼人都知
道，是美国先开了第一枪，中国一直
不想打，但被迫应战，中方的反击是
符合国际道义的“正当防卫”，是对
贸易霸凌主义的坚决回击。这次中
方也将继续一如既往，作出必要反
制，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
本利益。

美国这种加速升级的举动背
后，不排除是妄图以速战的方式逼
迫中国作出更多让步。这种失去理
性的行为令人震惊，毕竟中美两个
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是一道简
单的算术题，也不是一场数字游戏，
简单粗暴地升级数字不但无助于解
决问题，还将在更多领域、对更多群
体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允许自己单方面依据国内法行
动，却不允许其他国家捍卫自身权
益，这种贼喊捉贼的强盗逻辑一开
始就失去道义，注定戕害自己又累
及世界。贸易战的危害已经开始显
现，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企业，都深
有感触。美国启动 340 亿美元商品
征税的当天出台了“关税豁免”政
策，为贸易战可能伤及的美国企业

“开后门”。这种方式也许可以短期
内帮助企业，却无法挽回失去的市
场。这个道理似乎企业比政府想得

更清楚：就在美方 2000 亿美元征税清单公布的前一
天，美国著名电动车及能源公司特斯拉宣布落户上海
临港，将打造特斯拉超级工厂，美国芝加哥市市长伊
曼纽尔也在 11 日率大型经贸代表团访华，与中国商
讨贸易投资合作，这一切都再次印证了美国政府或许
可以挡住来自国外的进口商品，却挡不住企业向外拓
展的脚步。

任何用强压、速决方式来逼迫中国就范的企
图，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兵来将挡，水来土
屯。中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将会拿出实
实在在的反制措施，综合采用数量型和质量型工具
在内的各种举措予以回击。同时，中国也将继续支
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同各国一道坚决反对
贸易霸凌主义。

时移世易，美国不该继续用过时的思维去对待现
在的世界，通过臆想猜测或强力施压绝不是解决问题
的正确选项。奉劝美国放弃这一幻想，与其一味无端
指责他人，不如好好反思自身，正视中国扩大开放、深
化改革作出的努力和成绩，以理性务实态度推动中美
经贸问题解决。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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