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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3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
14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台阶上，礼兵
分列两侧。号手吹响迎宾号角，新任
驻华使节们先后抵达，进入北京厅。
在“北京鸟瞰”图前，使节们依次向习
近平呈递国书，习近平同他们一一握

手并合影。这 14 位新任驻华大使
是：奥地利驻华大使石迪福、乌兹别
克斯坦驻华大使赛义多夫、塞内加
尔驻华大使恩迪亚耶、阿塞拜疆驻
华大使泽伊纳利、布隆迪驻华大使
姆巴祖穆蒂马、尼日利亚驻华大使
吉达、乌干达驻华大使基永加、加蓬
驻华大使恩东、芬兰驻华大使肃海

岚、荷兰驻华大使高文博、爱尔兰驻
华大使李修文、巴拿马驻华大使施
可方、比利时驻华大使马文克、卢森
堡驻华大使俞博生。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
请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领导人和人
民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指出中国
政府将为各国使节履职提供便利和支

持，希望使节们为增进各国同中国友
谊、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习近平积极评价中国同各国友好
关系，指出中国愿同各国增强政治互
信，推进务实合作，扩大友好交往，推
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
福中国和各国人民。

各国使节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

人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表示各国
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珍视人民
间友谊，希望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进一步深化双方互利合作。
使节们对出使中国深感荣幸，表示
愿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信
任、促进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作出
最大努力。

习近平接受十四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新华社成都9月13日电 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13
日在四川成都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大会致贺词。

习近平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
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
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
展旅游业，旅游业对中国经济和就
业的综合贡献率已超过10%。未来
5年，中国将有7亿人次出境旅游。

中国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壮美
山川、多样风情，我们热情欢迎各国
旅游者来华观光度假。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为推动全球旅游业发展、

加强国际旅游交流合作发挥着积极
作用。希望各国以这次会议为契
机，共同推动全球旅游事业取得更
大发展。

习近平向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第22届全体大会致贺词

新华社深圳9月13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3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分别向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开学典礼
致贺辞。

习近平在贺辞中指出，教育是国
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促进

各国人民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近年
来，中俄教育合作深入发展，两国高等
院校交流更加密切，为增进两国和两
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中俄联合创办深圳北理

莫斯科大学是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
要共识，也是两国人文合作深入发展
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习近平强调，希望中俄两国教育主
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发挥各自优势，深
挖合作潜力，加快完善深圳北理莫斯科

大学各项建设，努力建设高水平大学、
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深化中俄教育合
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作出贡献。

普京在贺辞中表示，教育合作一直
是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两国高校直接交流逐年扩大，互换

留学生交流实践日趋完善，两国中学生
在对方国家疗养营地度假已成为常
态。我相信，在两所知名大学基础上创
办的俄中大学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
的友谊和相互理解。该校毕业生不仅
在俄中两国、也将在世界受到欢迎。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分别向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开学典礼致贺辞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9月13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务院第四次大
督查情况和重点政策措施落实第三方
评估汇报，持续狠抓重大决策部署落
实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更大
成效。

会议指出，督查是政府完善事中
事后监管、提高政策执行力的重要举
措。在连续三年开展全国大督查的基
础上，近期国务院再次对18个省（区、
市）开展实地督查，并组织有关部门自
查。总的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
定的重大政策措施、重点任务等，取得

明显成效，巩固和发展了经济稳中向
好态势、推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
进了民生改善。督查也发现一些地方
去产能工作不扎实不到位、投资项目
报建和银行开户等审批用时长、涉企
不合理收费屡禁不止、科技成果转化
障碍多等问题。会议要求，一要对发
现的问题抓紧整改。坚定不移去过剩
产能，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要
彻底清查未纳入“地条钢”清单的落后
钢铁产能，一旦发现从严处理，并严肃
问责，防止死灰复燃。相关部门要抓
紧出台措施，整治一些行业协会商会
学会等存在的重复、偏高和过度收费，
坚决取缔违规收费。商务部要尽快提

出进一步促进利用外资的措施。发展
改革委要牵头对解决部分中央预算内
投资项目调整不规范导致资金闲置、
推动项目施工图联合审批等拿出办
法。二要推广督查中发现的各地在深
化“放管服”改革、降低企业成本、促进
创业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等方面
的典型经验做法。三要对督查中各地
提出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采纳。对涉
及法规制度立改废的要深入研究，对
可以立行立改的要尽快落实。会议强
调，以上督查整改情况年底前要向国
务院汇报。要建立重大决策部署常态
化督查督办和激励问责机制，以改进
政府作风、提高行政效能的更大成效，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指出，开展第三方评估对提

高公共政策绩效具有把脉会诊和促进
完善的积极作用，是督查工作的重要
补充。受国务院委托，全国工商联、国
家行政学院采取实地走访、座谈等方
式，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民
间投资等重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了第三方评估。评估表明，实施上述
政策，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升
级、增强内生动力、扩大就业发挥了重
要作用。评估报告还对完善政策、优
化环境、加强统筹等方面提出了意见
建议。会议要求，要运用好评估成
果。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认

真梳理研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一要
以市场主体感受和诉求为导向，围绕
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填补政策
盲区、完善创业投融资体系、提升“双
创”服务体系水平、破解民间投资隐形
障碍等，进一步推动政策完善和创新，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民间投资、外
商投资信心和创业创新活力。二要加
强政策配套。制定政策实施细则要紧
扣政策设定的目标，避免市场主体被
不合理的门槛挡住或绊倒。三要加强
政策协调，减少政策模糊地带，提高可
操作性。要用好新媒体等各种手段，
使政策广而告之，便利市场主体知晓、
受益。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情况和重点政策措施落实第三方评估汇报

狠抓重大决策落实 促进民生改善取得更大成效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梁相
斌）9月12日，北京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率党政代表团赴天津调研。京津两
地决策层就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谱写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双城记”，建设
协同创新共同体进行了深入讨论，两地
一致表示要站在政治的高度，进一步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突破。

两地表示，要互相借鉴改革发展
先进经验，谱写新时期“双城记”。北
京提出，要学习天津落实“一基地三
区”城市战略定位，一张蓝图绘到底；深
化改革开放，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大
胆探索一个体制、一个窗口、一个印章
服务企业和群众等好经验、好做法。
天津提出，将紧密衔接北京发展规划，
积极承接首都功能疏解。树立“同城
意识”，视天津的资源为京津冀共同的
资源，实施一体谋划，服务北京、服务
京津冀，融入大战略，取得新发展。

在京津联动良好势头的基础上，两
地提出，要深入推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
展规划纲要，全方位拓展京津合作的广
度和深度，在产业链、交通网络、文化交
流、城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等多方面加

强合作对接，并共同抓好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着力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进

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引导北京科技成果
向天津、河北输出，推动区域科技资源共
享和创新成果转化。

二是持续推动重点领域率先突
破。继续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
治，加强重污染预警会商和应急联动、
执法联动，确保区域空气质量持续好
转；加强对北运河、潮白河等重要河流
的共同治理；积极打造“一小时通勤
圈”，建设首都地区环线高速。

三是深化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
享。继续推动医学影像图像和结果互
认，加快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建设，实现
跨市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继
续深化京津冀高校联盟等合作形式，
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

四是携手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共
同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建设，促进城市群
各节点城市提高综合承载能力，提升整
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

两地表示，要高度重视和自觉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
京津冀在行动

全方位深度合作谱写新版“双城记”
——京津决策层共商加快建设协同创新体措施

9月12日，游客在唐山市启新水泥工业博物馆观光。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9月13日，观众在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一带一路”专题展区选购波兰蜜蜡。

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于9月12日至15
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立“一带一
路”专题展区，邀请沿线国家企业参展。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首次设立“一带一路”专题展区

双台风来袭
沿海相关各地严阵以待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赵博 刘欢 查
文晔）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1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应询表示，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组
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任何挑战国际社会所普遍奉
行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第72届联合国大会于当地时间12日下午在
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据悉，台当局对外交往部
门此前公开表示，今年采取“多元”方式表达“台湾
应被纳入联合国体系”的诉求，包括由该部门负责
人投书国际媒体等。

安峰山在回答相关提问时作上述表示。他
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
国，这是具有无可辩驳的法理依据和事实基础的，
也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事实。

针对近日台驻美机构代表对美国媒体发表言
论时把两岸关系比喻成邻居关系，安峰山应询指
出，两岸的关系绝对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当然也不
是邻居关系。

国台办：

任何挑战国际社会所奉行
一中原则的行径都不可能得逞

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李国利、杨欣）9月
12日23时58分，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顺利完成了与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试验。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
圆满成功后组织实施的系列拓展试验项目之一，
旨在验证货运飞船的快速交会对接能力，进一步
发挥任务的综合效益，为我国空间站工程后续研
制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技术基础。

天舟一号是我国首艘货运飞船，4月20日从
海南文昌发射。天宫二号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太空实验室，去年中秋夜升空。

12日17时24分，地面判发指令，控制天舟一
号转入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分远距离自主导
引和近距离自主控制两个阶段实施。在远距离自
主导引段，天舟一号自主导引至远距离导引终点；
在近距离自主控制段，天舟一号在天宫二号的配
合下，利用交会对接相关导航设备，完成与天宫二
号交会。之后，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对接机构接
触，完成对接试验，整个过程历时约6.5小时。

天舟一号完成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试验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今年第18号台
风“泰利”和第19号台风“杜苏芮”正在分别向我
国闽浙沿海以及海南等地区逼近，浙江、福建以及
海南等地正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工作。

今年第18号台风“泰利”来势凶猛，风力强，
雨势大。据浙江省气象部门消息，“泰利”预计将
于14日夜间到15日早晨沿浙江近海北上，最大
风力将增强到12至14级。温州市、台州市、宁波
市、舟山市启动了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预计“泰利”将发展加
强为16级的超强台风。目前福建省已启动防台
风Ⅲ级应急响应。

随着今年第19号台风“杜苏芮”逐渐逼近，海
南省气象局于13日5时发布台风四级预警，海南
省“三防”总指挥部13日8时启动防汛防风Ⅳ级应
急响应，全面部署“杜苏芮”防御工作。

9月13日，边防官兵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中
心渔港用喊话器引导渔民尽快上岸。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