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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山西考察时强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乘势而上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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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近期破获多起
“拉车门”盗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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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凌珏）5月 8
日，美国商务部将美对华木地板反
倾销调查第二轮复审终裁的裁决
进行修正，即针对江苏森茂竹木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森茂”）
等就终裁提起诉讼的企业，将其在
2012年12月1日至2013年11月
30日期间的反倾销税率从13.74%
调减至3.92%。江苏森茂由此成
为我国首家在对美反倾销诉讼中
获胜的地板外贸企业。

位于我市张渚镇的江苏森
茂，2015年就坐上了国内实木复
合地板对美出口的“头把交椅”。
江苏森茂董事长刘巧生说，2006
年时，国内有地板出口企业3000
多家，自2010年美国对华出口实
木复合地板实施反倾销至今，国
内木地板出口行业被迫“大洗
牌”，眼下，出口美国的木地板企
业仅剩48家。虽然江苏森茂的产
品出口到美国、澳大利亚、英国、
墨西哥等15个国家和地区，但面
对美国人为设置的贸易壁垒，企
业依然很被动。

2015年 7月15日，美国商务
部发布美国对华木地板第二轮复
审的终裁公告，江苏森茂作为反倾
销强制“答卷人”之一，终裁税率为
13.74%。经中美律师团队对该终
裁裁决的仔细梳理和分析，在中国
林产工业协会的指导和支持下，江
苏森茂决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
就美国商务部的终裁裁决提起诉
讼，要求法院纠正美国商务部的错
误裁决。

诉讼中，经多轮交锋，美国国
际贸易法院于2018年6月8日将
案件第一次发回美国商务部重审，
并对江苏森茂的两大诉求均予以
支持。2019年6月3日，美国商务
部做出第一次终裁修正，但只接受
调整错误替代价格的计算问题这
一诉求，将江苏森茂的倾销幅度由
13.74%降至6.55%。对此，江苏森
茂的律师团队继续据理力争，要求
重新开庭审理。今年3月11日，美
国国际贸易法院将该案第二次发
回美国商务部重审，再次要求纠正
针对江苏森茂的增值税错误计算

问题。直至5月8日，美国商务部
才最终接受法院指令，纠正了其错
误从江苏森茂出口价格中减扣增
值税与出口退税之差，将江苏森茂
的终裁税率修改为3.92%。在本
案中，美国商务部还同时将参与本
案诉讼的平均税率企业的税率由
13.74%降至3.92%。这一税率的
降低，将给美国进口商带来近
8000万美元的退税或免税额。

对此，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副会
长吴盛富表示，本案历时5年，国
际贸易法院6次开庭，2次发回美

国商务部重审，这一胜诉，将改变
美国商务部在增值税问题上对中
国企业的不公正做法。此外，在当
前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紧张、贸易摩
擦不断升级的形势下，此案可作为
以后所有反倾销调查（包括原审和
复审）中国应诉企业援引的法院判
例。同时，此案的胜诉也再次证
明，中国出口企业在应对美国贸易
救济案件中，对美国政府的不公正
做法，依然可以通过美国国内的司
法途径来寻求救济，且有机会获得
成功。

江苏森茂在美打赢木地板反倾销诉讼
为我国首家获胜的地板外贸企业

市委常委会召开
第121次（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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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燃气安全
稳定供应，杜绝燃气
安全事故发生，连日
来，宜兴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组织工作人
员，结合夏季燃气运
行特点，开展燃气安
全专项检查工作。本
次检查内容涵盖安全
生产责任制落实情
况、运行设施维护保
养情况、夏季防汛措
施等十个方面。图为
5月12日，宜城第一
高中压调压站内，工
作人员正在检查、调
试高中压燃气输配设
施。（记者 蒋 瑜 摄）

燃气燃气检检查查
保保安全安全

本报讯（记者张 胤） 昨天，
市委书记沈建主持召开第 121
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

会议指出，5月6日，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下阶段，全
市上下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坚
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保持定力、扎实工作，奋力夺取
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双胜利。

会议要求，要坚持抓好疫情
防控。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要求，建立疫情防控常态化
机制，加强对重点人员、重点场所
的排查管控，严格落实境外人员、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隔离、核酸检
测等制度，加强学校、车站、景区
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管控，确保疫
情不反弹不反复。要完善公共卫
生体系。针对疫情防控期间暴露
出的问题短板，深入开展“健康宜
兴”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医院新院
区、新和桥医院等卫生基础设施
建设，健全完善公立医院运营保
障、绩效考核等制度，全面强化基

层卫生机构医疗功能，进一步建
强分级诊疗、疾病防控、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等体系，不断提升医疗
卫生服务水平。要稳定经济运
行。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要紧
紧围绕企业市场拓展、金融保障、
用工稳岗等重点，落实政策措施、
加强服务保障，强化市内产业、企
业对接合作，确保工业经济平稳
运行；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新基
建等机遇，办好宜沪经贸文旅合
作洽谈会，招引更多重大优质项
目，并用足用好模拟审批、全程代
办、挂钩服务等机制，千方百计化
解用地方面制约，促进项目建设

提速增效；要聚焦餐饮、酒店、旅
游等服务业企业，推出更多务实
政策措施，促进消费加速回暖、保
住更多市场主体。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无锡
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研究2020
年全市政法信访工作，审议通过
《关于建立社会及信访稳定工作联
动机制的意见》。会议要求，全市
各级党组织和政法机关要深入贯
彻上级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工作举措，打造高素质
政法队伍，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保障。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张 胤）昨天，市委书记、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建主
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传达学习无锡市基层党建“三项工程”推
进会精神，研究部署今年党建工作。会议
审议通过《中共宜兴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2020年工作要点》。

过去一年，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突出抓好
政治建设、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深化思想
理论武装、提升组织建设质量、推进正风
肃纪反腐、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不断提高
党的建设质量。今年党的建设工作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
严治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扎实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深化党
的建设制度改革，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全面推进党的建设高质量发
展，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
力、战斗力，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

“强富美高”新宜兴、当好全省高质量发
展领跑者提供坚强保证。

沈建指出，今年是基层党建“三项工
程”的收官之年，无锡召开的基层党建

“三项工程”推进会，深入贯彻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对抓实抓好“三项工程”、
确保取得预期成效提出了明确要求，为
我们以“三项工程”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提供了强劲助推。《中共宜
兴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
工作要点》为做好今年党建工作明确了
方向和重点。

沈建要求，下阶段，市委党建办要发
挥牵头作用、做好统筹协调，加强对全市
党建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牵头制
定完善党的建设考核实施方案，发挥好考
核指挥棒作用，确保高质量完成上级各项
考核任务，推动我市党建工作走在无锡乃
至全省前列。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加
强协同，准确把握党建工作新形势新要
求，围绕各项重点任务，主动履责、抓好落
实，牢牢抓住党的建设关键环节，在政治
建设、意识形态、基层党建、党风廉政、统
一战线等重点领域创新思路举措、加大工
作力度，合力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主责主
业，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党建工作，加大谋
划、部署、推进、督查力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同时，
要把抓党建和促发展深度融合，把党建成效体现到完成年度目标、推进
产业强市、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小康建设等重点工作中，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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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5号船凯旋
将备战火星探测等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