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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记者
安蓓）近日，美方有关人士称中国
没有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实际行
动。“这种指责缺乏事实依据。”国
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秘书长
丛亮 5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后，中方
在采购美国农产品方面积极显示
合作诚意，取得不少进展，但也存
在美国产品缺乏竞争力等现实障
碍。

丛亮说，大阪会晤后至 7 月
底，已有 227 万吨美国大豆新装
船运往中国，预计 8 月份还会有
200万吨大豆装船，双方企业已签
协议的 1400 万吨大豆中仅剩 30
万吨9月份待装船。

丛亮说，7月 19日开始，中方
相关企业持续就采购美国大豆、
高粱、小麦、玉米、棉花、乳制品、
干草、乙醇、大豆油、葡萄酒和啤
酒、新鲜水果、加工水果等农产品
进行询价。截至 8 月 2 日晚，已成
交大豆 13 万吨、高粱 12 万吨、干
草 7.5 万吨、小麦 6 万吨、猪肉及
制品 4 万吨、棉花 2.5 万吨、乳制
品0.57万吨、新鲜水果0.04万吨、
加工水果 0.45 万吨。这些成交的
农产品，均由中方企业向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申请排除进口加
征关税。

“中美两国在农业领域互补
性很强，开展农产品贸易符合双
方共同利益。”丛亮说，目前，乙
醇、玉米、大豆油、葡萄酒和啤酒
等农产品暂未成交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这些产品的价格缺乏竞争力。

以乙醇为例，去年 3 月和 7 月，为分别反制美对我 232、301 调查后加
征关税，中国对自美进口乙醇在正常关税30%的基础上，分别加征了15%
和25%的关税，目前税率为70%。按美国出口商报价，排除反制301调查加
征的25%关税后，进口完税成本仍比国内市场价格高出30%多，不具备商
业可操作性。

又比如玉米，按美国出口商报价，排除加征关税到岸完税价格略高于
中国国内玉米价格，企业基本没有利润。此外，国内玉米市场供应宽松，国
内饲料企业需求相对疲软，企业采购积极性不高。

再比如大豆，过去都是百万吨级的进口，这次新成交只有13万吨，主
要由于国内饲料和油脂加工需求不旺，我国企业采购国外大豆意愿不高。
同时美国大豆蛋白和油脂含量均低于巴西大豆，美豆价格一般应比巴西
大豆低一些，而目前美豆价格接近巴西大豆，在中国市场缺乏价格竞争
力，成交量较小。

“只要美国农产品价格公道、质地优良，中国企业愿意多进口一些美
国农产品，来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现在有些美国农产品进不来，从根本
上说，还是由于美国加征关税、打贸易战，令美国农产品价格在中国市场
不具备竞争力。”丛亮说。

丛亮说，这充分说明贸易战是“双刃剑”，害人又害己。“中国有句古
话：‘诚信为本、和气生财’。希望美方有关方面能够好好学习体会这句
古话的精髓，坚守诚信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多做一些利人利己的
事，少一些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和无端指责，为中美双方农产品贸易特别
是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贸易扫清障碍、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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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8月5日电
记者 王菲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山西省霍州
市的 85 岁老党员郝郁民回想起 27
年前与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因
一封信而“结识”的故事，不禁感慨
万千：“从这件小事中，我感受到了
一位党的好干部一以贯之的为民初
心。”

近日，在郝郁民老人的家中，他
向记者讲述了那个令他永生难忘的
故事……

素未谋面，给市委书
记写了一封“投诉信”

上世纪 90年代初，我担任霍州
市委统战部部长。1992年4月，我和
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张玉生、市工商
联党组书记韩忠民去改革开放前沿
城市福州、温州等地考察。

在福州，我们到连江县实地走
访，那里民营企业搞得好，对我们启
发很大。在考察期间，多次听到当地
干部称赞他们的市委书记，说他推
行“特事特办、马上就办”，通过转变
政府职能吸引了大批台资企业，带
动了福州经济发展，令我们印象深
刻。

结束考察后，我们在福州市“五
一”旅社门前一个售票点买了三张
福州到温州的“豪华大巴”票。买票
时，对方承诺大巴上有卧铺。这对当
时已快到退休年龄的我和韩忠民而
言，能够缓解十几个小时路程的疲
劳，还是很好的。

然而，等我们坐车时却发现，来
的是一辆普通客车。大巴司机说：

“你们先上这辆车，然后送你们去坐
豪华大巴。”谁知后来，我们却被逼
上了一辆条件更差的普通客车。

我们就这样被骗了，强忍着一
路，苦不堪言。半夜下车吃饭时，张玉
生悄悄记下了这辆车的车牌号码。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温州。下
车后，我们与车主交涉，他们却态度

蛮横：“我们就这样做，你们去告吧，
看看谁理你？！”

车主的恶劣态度彻底激怒了张
玉生。他在汽车站买了张温州市区
地图，带着我和韩忠民直接来到了
邮政局。

“我在路上就盘算好了，咱们写
信投诉他们！信就直接写给福州市
最大的领导——市委书记！”张玉生
愤愤地说。

“市委书记哪有工夫管这些鸡
毛蒜皮的小事？”我一听觉得心里没
底，这点小事，怎么会引起领导重
视，何况是一个市的市委书记呢？

“咱是在他管的地方受了骗，他
管不管咱也要反映。”当时 36 岁的
张玉生年轻气盛，坚持要写信反映
情况。想起这次令人窝火的经历，我
们也决心试一试。

随后，张玉生趴在邮局的水泥
柜台上，以我们三个人的名义写了
一封投诉信。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福
州市委书记叫什么名字，便在信封
上写了“中共福州市委书记收”。

信寄出去了，张玉生的气也就
消了一大半；至于效果如何，压根没
抱啥希望。

之后我们便回了霍州，这件事
也就不去想了。

心系民生，市委书记
给我们“回信了”

“没想到，我们的投诉有回音
了！”

回到霍州后的一天早上，张玉
生紧紧攥着一封信，激动地冲进了
我的办公室。

接过信来，望着信封右下角鲜
红字体标注的“中国共产党福州市
委员会”，我顿时心情澎湃。

“你们三位同志 4 月 24 日致信
市委书记习近平反映出差我市期间
购买去温州的车票，在‘五一’旅社
门前被一些人公开行骗的来信收
悉。市委书记习近平十分重视，立即
批请有关部门认真查处，并将结果
向你们反馈。”

看到回信，我才知道这位福州
市委书记名叫习近平。信里的内容，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在这封中共福
州市委办公厅的函复里，饱含着市
委书记积极回应群众呼声的满腔热
忱。

“没想到！没想到！”看了信后，
张玉生和韩忠民也是激动不已，“咱
们是刨地刨到了金元宝，中了大
彩！”

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随后几
天，我们又收到了一系列处理“反
馈”。

福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接到批
示后，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就将事情
进行了调查处理。原来，我们乘坐的
客车是客运站承包给个体户的，售
票点也是未经批准非法设置。管理
处已责令客运站对车辆停业整顿，
并处以 150 元罚款，退出多收票款
33.6元。

福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处的来信
还征求我们意见，并索要通信地址，
以便退还多收的票钱。随信附上了
客运站的“检讨书”。

看了这封“检讨书”，我们都感
觉很欣慰。

按照信上要求，张玉生给福州
市交通运输管理处写了回信，之后
不仅收到了 33.6 元钱，还收到他们
的进一步反馈：根据反映的情况，他
们举一反三，取缔了“五一”旅社周
围十家非法售票点，并将诈骗、殴打
旅客情节严重的人员送当地派出所
查证处理，得到旅客和周围群众的
好评。“由于我们工作不好，造成你
们旅途中不愉快的经历，再次向你
们表示歉意，由衷感谢你们对我们
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整个事情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咱都不相信一个市委书记能管这样
的小事，但人家不仅管了，还要管到
让我们满意为止。从我们写信到最
后处理结束只用了 40多天，处理得
环环紧扣，步步深入，让人佩服！

福州的乘车经历让我们感到这
位市委书记习近平是心里装着人民
的“好官”，他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

己的大事，他的眼里容不得沙子，看
到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就要管、马
上就办，而且不是挂在口头上，是切
切实实落在行动中。

我当时就感到，福州有习近平
这么个好书记，真是福州人民的福
气！

初心不改，他一直都
是这样做的！

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们的这段经历。

我们就拿出这些信件给他们
看，看到的人没有不感动的。大家都
称赞习近平书记是替老百姓办事的
实在人，是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好公
仆。

这些信函原件一直由张玉生保
管着。尽管搬过好几次家，但他一直
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从那件事之后，习近平就成了
我们的榜样，为官、做人，我们处处
向他看齐。凡是群众上门来找，我们
一定要亲自接待，处理事情也要做
到让群众满意。

张玉生给我讲过一件事：他后
来当了霍州市宗教局局长，有个宗
教场所放炮炸伤了一个小孩的眼
睛。孩子的父母找了好多人没人管，
就找到了张玉生。如果在以前，这件
事情也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
了，但他多方调查，去做工作，最后
帮那家人拿到了赔偿。后来，他也举
一反三，组织所有宗教场所负责人
进行了安全培训。

每当我们看到习近平这个名
字，就倍感亲切，特别是他担任党的
总书记后，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他，就
仿佛见到了老相识。有他，就感觉有
靠山、有力量。

习近平做我们的总书记，这是
党之大幸、国之大幸！现在，全党正
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我们认为，这个故事就是
一本活教材。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
一滴水中可以看见太阳。我们的总
书记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不
论是当农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还
是当党的总书记，他一直都是这样
做的！他的初心和使命是发自灵魂
深处的！

我出生在旧社会，尝过日寇奴
役的苦，品过解放胜利的甜，有幸能
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新时代安
享晚年，实在是幸福！我相信，在习近
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我们的生活肯定
会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富强。

点滴之间见初心
——习近平与一封群众来信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