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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阴有阵雨转阴到多云 温度：最高 30℃，最低 25℃

风向：偏西 风力：3-4级
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 温度：最高 30℃，最低 24℃

风向：偏南 风力：3-4级

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7月2日起举办

回望国漫轨迹 打造漫迷节日
本报讯 （记者 张熠）七月，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动漫游

戏博览会（CCG EXPO 2019）如约而至。记者获悉，展会公
众板块将于 7月 4日至 8日亮相上海世博展览馆，专业板
块率先于 7月 2日至 4日在上海世博洲际酒店举办。展会
围绕动漫游戏全产业链创新突破，首度双馆齐开，为观众
呈上一场囊括动漫、游戏、影视、文学、演艺、声配、潮玩在
内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本届展会展区面积 6万平方米，吸引了迪士尼、万代、

bilibili、腾讯视频、阅文集团、小明太极国漫、寿屋、天闻角
川、HOT TOYS等众多海内外品牌企业参展。 最令人期待
的是公众板块首次双馆齐开。品牌企业馆聚集各大超人气
动漫游戏 IP，?全职高手》?斗破苍穹》?元尊》 等 IP新作轮
番上阵；漫威 80周年、星球大战、腾讯视频“燃情国漫”三
大主题日，也将掀起一波热潮。互动娱乐馆今年首次 5天
全程迎客，将推出一系列互动活动。 下转荩4版

聚焦“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全国政协网络议政，董云虎出席
上海分会场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骏）28 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网络
议政远程协商会，议题是“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政协
委员与家庭代表在全国政协机关和天津、上海、山东、陕西
5个会场以及通过手机连线方式发言。市政协主席董云虎
出席上海分会场活动，部分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在上海分会
场参与远程协商讨论。

委员们建议， 家庭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社会共治、久久为功。 下转荩4版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大阪会晤，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两国关系

中美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
两国元首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

新华社大阪 6月 29日电 （记者 陈贽
霍小光 骆珺）国家主席习近平 29日同美国
总统特朗普在大阪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就事
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当前中美经
贸摩擦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定向把
舵，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
美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之一。 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 40

年， 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始终未变，那就是中

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
比对抗好。当前，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
不符合双方利益。中美两国虽然存有一些分
歧，但双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不
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而应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总统先生多次表示，希望搞好
中美关系；你还表示百分之百地赞同双方要
相互尊重、互惠互利。这是我们应该牢牢把
握的正确方向。双方要按照我同总统先生确
定的原则和方向，保持各层级交往，加强各
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
调的中美关系。

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同习近平主席再次
会面。 我对 2017年对中国的访问仍然记忆
犹新，那是我最愉快的一次出访。我亲眼看
到了非常了不起的中华文明和中国取得的
非常伟大的成就。我对中国没有敌意，希望
两国关系越来越好。我珍视同习近平主席保
持良好的关系，愿意和中国加强合作。特朗
普表示，美方将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
原则和方向，努力工作，共同推进以协调、合
作、稳定为基调的美中关系，并表示相信美
中元首此次会晤将有力推动美中关系发展。

关于经贸问题，习近平强调，从根本上

讲，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双赢。中美双
方存在巨大利益交集，两国应该成为合作好伙
伴，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全世
界。中方有诚意同美方继续谈判，管控分歧，但
谈判应该是平等的，体现相互尊重，解决各自
合理关切。 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尊严的问题上，

中国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作为世界前两
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的分歧终归是要通过对话
磋商，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解决。

习近平强调，中方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
企业和中国留学生，保证两国企业经贸投资正
常合作和两国人民正常交流。 下转荩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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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9日签署发
布特赦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29 日
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
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
以特赦的决定，对九类服刑罪
犯实行特赦。

根据国家主席特赦令，对
依据 2019年 1 月 1 日前人民
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正在服
刑的九类罪犯实行特赦：一是
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
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二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
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
整对外作战的；三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为国家重大
工程建设做过较大贡献并获
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先
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等
荣誉称号的；四是曾系现役军
人并获得个人一等功以上奖
励的；五是因防卫过当或者避
险过当，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
下的； 六是年满七十五周岁、

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
理的；七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
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
下的；八是丧偶且有未成年子
女或者有身体严重残疾、生活
不能自理的子女，确需本人抚
养的女性，被判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
以下的；九是被裁定假释已执
行五分之一以上假释考验期
的，或者被判处管制的。

国家主席特赦令同时明
确，上述九类对象中，具有以
下情形之一的， 不得特赦：一
是第二、三、四、七、八、九类对
象中系贪污受贿犯罪，军人违
反职责犯罪，故意杀人、强奸、

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
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
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
罪，贩卖毒品犯罪，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罪
犯， 其他有组织犯罪的主犯，

累犯的；二是第二、三、四、九
类对象中剩余刑期在十年以
上的和仍处于无期徒刑、死刑
缓期执行期间的；三是曾经被
特赦又因犯罪被判处刑罚的；

四是不认罪悔改的；五是经评
估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

国家主席特赦令指示，对
2019年 6月 29日符合上述条
件的服刑罪犯，经人民法院依
法作出裁定后，予以释放。

智慧小区，特殊居民“定点错峰”投垃圾
徐汇田林十二村依托大数据技术，一张门禁卡办成进家门、扔垃圾两件每日“必修事”

上夜班的居民白天要睡觉，总是错过
定时投放垃圾的时间；钟点工阿姨中午下
班，想顺手帮户主扔垃圾却苦于“没地方
扔”……这样的烦恼在徐汇区田林十二村
已成为过去时。

6月 20日起，这个上海首批完成垃圾
房智能识别改造的大型居民小区，又率先
探索起对特定需求人群实行 “定点错峰”

投放， 在居委会登记过的上夜班人士、钟
点工阿姨、独居老人，可在非定时投放时
段到小区指定垃圾库房扔垃圾，告别“想
扔无处扔”的尴尬。

智能技术治愈“痛点”

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田林十二村有
6000 余名居民， 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接近
1400名。2016年的小区综合治理中，田林十
二村实现了全小区居民楼门禁卡身份证实
名登记， 从此有了自己的居民大数据库，并
在 2018年 5月成为田林街道首个智慧社区
平台试点样板。此时距离小区启动整区域的
生活垃圾分类，不到 2个月的时间。

田林十二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赵国庆坦
言，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居民的反对声音并
非全无道理：原先随时扔垃圾很方便，定时定
点要改变一家人的生活习惯， 比如晚餐要提
早吃、家里至少要准备两个垃圾桶，每天早上
扔还是晚上扔、谁负责扔都要重新磨合。

此外，由于小区一开始试行的就是定时

定点、四分类、湿垃圾破袋这些垃圾分类中
的“最高标准”，下雨天推好几扇门扔不同垃
圾、湿垃圾破袋弄脏衣服等等，这些顾虑都
让居民担心，自己是否会因此手忙脚乱。

于是小区抓住综合治理的契机，对全部
6个垃圾箱房开展“六个一”硬件改造：配置
一套门禁系统，加装一个雨篷，安置一台感
应洗手池，增设一组摄像头和一个行车反光
镜、一块电子显示屏。没有对垃圾房进行“大
拆大建”， 而是叠加各类能想到的智慧管理
装置，让垃圾房与居民的生活习惯更适配。

但小区还有小部分心存侥幸的居民，在
非投放时段悄悄试探把垃圾偷倒在小区犄
角旮旯。是再增加一些探头来“监督”居民，

还是再“绞尽脑汁”找新办法？基层干部们毅
然选择了后者。

居民每天刷卡进楼道的这一小举动，让

干部社工们有了新“灵感”：把门禁卡现成的
实名系统和垃圾房“绑定”，使得居民扔垃圾
也像进家门一样刷卡自动开门。此外，小区
的管理平台自动登记好垃圾房的刷卡人员、

开门时间、每天刷卡次数，再把绿色账户积
分也加入门禁卡“豪华套餐”，这样居民用一
张卡就能办成进家门、 扔垃圾这两件每日
“必修事”，犹如居民区内的“一卡通办”。

人性化管理更高效
“扔对了无人来找，扔错了随时追溯。”

赵国庆介绍，将门禁卡系统用于垃圾分类管
理，使每位居民扔垃圾的时间、地点都留有
痕迹， 既通过技术赋能解放了社区干部、志
愿者和垃圾分类管理员的部分精力，也让居
民感觉被充分信任，更积极参与到推进垃圾
分类的自治中。 下转荩4版

习近平继续出席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

携手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并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昨结束日本之行返京

新华社大阪 6月 29日电 （记者
李建敏 郑晓奕）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四次峰会 29日在日本大阪继续
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在讨论包容发展问题时，习近平
指出，中方赞同把高质量基础设施建
设作为推进包容发展的重要抓手。不
久前在北京成功举办的第二届“一带

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围绕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泛共识和丰硕
成果。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践行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致力于
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

最终目的是通过全方位互联互通，更
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

实现联动发展。 我们要加强同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 共建
“一带一路”突出发展视角，将为落实
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推动
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推动国
际社会各成员共同发展， 已成为造福
各方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开放包容的国
际合作平台。 下转荩4版

6月 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阪举行会晤。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习近平：从根本上讲，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
利双赢。中方有诚意同美方继续谈判，管控分歧，但谈判
应该是平等的，体现相互尊重，解决各自合理关切。在涉

及中国主权和尊严的问题上，中国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作为世界前两大经
济体，中美之间的分歧终归是要通过对话磋商，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解决

■特朗普：美方希望通过协商，妥善解决两国贸易平衡，为两国企业提供公正
待遇。美方将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关税。希望中方能从美国增加进口。美方
愿同中方达成彼此都可接受的贸易协议，这将具有历史意义

■习近平：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
好，对话比对抗好。中美两国虽然存有一些分歧，但双方
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

抗的陷阱，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特朗普：我对中国没有敌意，希望两国关系越来越好。美方将和中方按照两国

元首确定的原则和方向，努力工作，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美中关系

中美关系

中美经贸

■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原则立
场，中方支持美朝领导人保持对话接触，希望美朝双方
显示灵活，相向而行，尽快重启对话，找到解决彼此关切

的办法。中方愿为此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特朗普表示，美方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保持

沟通协调

台湾问题
■习近平阐述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特朗普表示，我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

美方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半岛问题

人民日报今发表评论员文章

依法特赦彰显法治精神

特赦将遵循积极审慎、公平公正、

依法办理、平稳有序原则

承续明刑弼教传统
推进法安天下仁政 刊 3版荩

刊 3版荩

2050年前“净零排放”

英国做得到吗 刊 4版荩

机场联络线计划 2024年建成

刊 2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