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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16日电 （记
者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 16 日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
翰·基。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

经历深刻复杂变化。新形势下，中国
对外合作的意愿不是减弱了，而是更
加强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中国开
放的大门必将越开越大。欢迎世界
各国包括各国企业抓住中国发展机

遇，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习近平表
示，约翰·基先生担任总理期间，为推
动中新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希望
你继续为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合作添
砖加瓦。

约翰·基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表示中方的庆祝活
动宏伟壮观，令人赞叹。中国的发展
是世界的机遇。历史终将证明习近
平主席的远见卓识和卓越领导力，相

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必将取得成功。我愿意继续为增
进新中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发挥
积极作用。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0月 16日就中蒙建交
70周年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互
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蒙是山水
相连的友好邻邦，蒙古国是最早同新中
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建交70年来，中

蒙两国坚持友好合作大方向，共同推动
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给两国和
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近
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蒙关系进
入快车道，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新气
象。我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
巴特图勒嘎总统一道努力，共同推动

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建交70周年
为新起点，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巴特图勒嘎在贺电中表示，在蒙中
建交7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双
方总结70年交往成果，并就未来合作
长远方向进行高层探讨和规划，蒙方对
此感到高兴。当前蒙中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在各领域都取得良好发展，完全符
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为本地区和平与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愿继续同习近
平主席一道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
国友好关系与各领域合作。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蒙古
国总理呼日勒苏赫也互致了贺电。李

克强在贺电中说，新形势下，中方愿同
蒙方一道，共同推动两国关系阔步向
前，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
祉。呼日勒苏赫在贺电中说，蒙方愿
同中方不断丰富两国关系内涵，巩固
双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增进
两国人民友好关系。

就中蒙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蒙古国总理呼日勒苏赫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首
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 16 日在北
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
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推进，科技同经济、
社会、文化、生态深入协同发展，对人
类文明演进和全球治理体系发展产生

深刻影响。以科技创新推动可持续发
展成为破解各国关心的一些重要全球
性问题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强调，中国一贯秉持开放

合作，坚持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同本国发展战略和国情有机结合，努
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希望论坛促进

各国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携手合
作，凝聚共识，交流思想，深化合作，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
力量。

习近平向首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致贺信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于嘉 查文
晔 石龙洪）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6日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应询指出，民进党当局领导人10月10日
发表的讲话，充斥着对抗和敌对意识，企图借诬蔑攻
击“一国两制”来制造仇视大陆的氛围，压制台湾民
众希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缓和两岸关系的主流民
意，牟取选举私利。我们再次正告民进党当局，搞对
抗没有出路，谋“台独”更是绝路。损害人民利益、违
背民意、逆流而动者，都必将被历史大势所抛弃。

有记者问：蔡英文10日发表谈话，通篇充斥“大
陆威胁台湾，挑战区域稳定和平”的论调，大肆煽动
仇视大陆，更叫嚣台湾是面对“中国崛起和扩张”的
第一道防线。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就此作上述表示并指出，这篇讲话颠
倒黑白，把所有中华儿女追求和平统一、反对“台
独”、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努力说成是对台
湾的所谓“威胁”，迎合西方反华势力，把祖国大
陆的发展进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说
成是对区域稳定和平的所谓“挑战”，再次暴露了
民进党当局制造两岸对立冲突、破坏台海和平稳
定、悖逆岛内求安望治主流民意、与两岸同胞共
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敌的“台独”本质。

针对有记者问及韩国瑜日前提出“两岸政策白
皮书”，马晓光指出，我们的对台大政方针是清楚
的、明确的。他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
关系的政治基础。尽管海峡两岸尚未统一，但中国
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
事实也从未改变。我们已多次表明，坚持体现一个
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关系就
会改善和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就会得到维护和增
进。反之，两岸关系就会遭到破坏，台海形势就会
出现动荡，台湾同胞的利益和福祉就会受到损害。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
兴。早日实现海峡两岸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
共同心愿，我们愿意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
10月10日的讲话
充斥对抗和敌对意识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
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实现
了我们党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我国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改革，
到1984年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将改革
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进行经济体制
的全面改革，成为形势发展的客观需
要和改革进程的必然要求。为此，党
中央及时地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会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加

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
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
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根据这一认识，决定改

变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的提法，对我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点作
了新的概括：第一，强调商品经济的充
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
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
要条件，明确指出我国在总体上实行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二，虽然继续
肯定市场调节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但
同时强调这种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第
三，对计划经济的内涵作了新的解
释，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
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

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指导性计划
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
现，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运用价值规
律。为此，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
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
的范围。这些观点，为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体
现了党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新认
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新发展。（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0月16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今年减税降费政
策实施汇报，要求确保为企业减负担、
为发展增动能；部署以更优营商环境
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今年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狠
抓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前 8个月全
国减税降费1.5万多亿元，促进了企
业减负、居民增收和就业增加，有效
激发了市场活力，对对冲经济下行
压力、做好“六稳”、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据

测算，全年减税降费总额将超过 2
万亿元。下一步，一要落实落细减
税降费政策，及时研究解决企业反
映的突出问题，确保制造业等主要
行业税负明显降低、建筑业和交通
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其他
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进一步治理违
规涉企收费。二要指导各地加强财
政预算管理，政府要坚持过“紧日
子”，严控一般性支出。落实省级政
府主体责任，支持基层财政困难地
区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落
实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减轻
部分地区财政压力。三要研究进一

步推改革、促发展、增就业措施，聚
焦鼓励创业创新，研究对制造业重
点行业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
例，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和后劲。

会议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基本
国策。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
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推动高质量发
展、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高度重
视利用外资。会议确定，要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打造更有吸引力的营
商环境，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
一是扩大对外开放领域。清理取消
未纳入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的限制措施。全面取

消在华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业务范围限制，落实好新修改
的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
例。优化汽车外资政策，保障内外资
汽车制造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享
受同等市场准入待遇。修订乘用车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
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允许外资在华投
资的整车企业间转让积分。二是促
进投资便利化。扩大资本项目收入
支付便利化改革试点范围。支持外
资企业自主选择借用外债模式，鼓励
其资本金依法用于境内股权投资。
对外资项目，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

审，合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用地批
准。三是平等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
益。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外国投资
者和外资企业转让技术，依法保护商
业秘密，完善电商平台专利侵权判定
通知、移除规则。政府采购不得限定
供应商所有制形式、投资者国别、产
品或服务品牌等。四是支持地方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对招商部门、团队
内非公务员岗位实行更加灵活的激
励措施，对出境招商活动、团组申请
等予以支持。在中西部地区优先增
设一批综合保税区。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今年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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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供 求

▲薛玉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号:
200846000912,声明作废。
▲孙雪敏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
号:201846001888,声明作废。
▲海南省际运输有限公司海口分
公司不慎遗失经营海口至桂林班
线琼A29503号车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运输证》一本，证号为琼
交运海口字460100036834号，现
声明作废。
▲罗燕南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27198903068228，特 此 声
明。
▲黄远辉不慎遗失建造师证，证
号：琼 246141506535，现声明作
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蒋菊英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龙沐湾太阳
城商业一条街C区1#I段501房交
房收款流程表收款交接单1张，票
据号：0005617，金额：4608元，退
房款票据1张，票据号：0001408，
金额：40元。特此声明作废。
▲临高县临城庆嵩电动车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本，纳税人识别号：
46002819751210001801，声明作
废。
▲儋州那大鑫淼日用品咨询服务
中心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9003600241074，声明作废。
▲海南新视野企业营销策划服务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海南南美矿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黄钟豪（于2019年10月11日）
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103198901080914，特此声明。
▲海口龙华满格通讯店遗失公章，
声明作废。
▲吴英颖遗失海南省农垦卫生学
校 毕 业 证 ， 证 号 ：
HN2015212030262，声明作废。

▲海南省农业科技110联合会遗
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676085622F，声明作废。
▲海南省农业科技110联合会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7439502，声明作废。
▲定安长信迪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定安长信迪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五指山圣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更换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原公章和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兴丰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51543303，声明作废。
▲沈建光不慎遗失位于海南省文
昌市旅游大道白金海岸1-320房
的土地使用权证，证号：文昌市房
产证文房证字第22472号，声明作
废。
▲陵水百总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亮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三亚泰勒瓦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
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省农业科技110联合会（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676085622F）拟向海南
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联合
会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克砺船用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60200MA5RCO
WN8F）拟向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

关于债权转让的公告
海南秋盛商贸有限公司、沈兵秋、
廖芬，我公司已将其在（2014）海
仲（湛）字第54号裁决书中所确认
的全部债权全部依法转让给了王
何亮，现通知你们自本《公告》之日
起须向王何亮履行全部债权。特
此通知！

海南金欣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6日

招租公告
海口市滨海大道与长秀路交叉口
一栋商业楼招租，四层毛坯商业
楼，地上总建筑面积4854.71㎡（计
容面积4273.47m2），地下总建筑
面积3200.1m2；招租要求：租期5
至10年，第一年租金不低于90元/
m2/月（标准视具体楼层而定），之
后按每三年5%递增；租赁单位需
自行负责招租范围内的装修；租赁
单位装修过程中需遵守相关建设
程序，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及周边居
民关系，解决相关投诉，承担相关
风险责任；租赁单位需符合中小型
总部经济联合办公相关要求。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10月28日；
联系：黄先生0898-68616794
海口海旅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海南建兴基废旧金属综合利用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469028000003623）拟向临高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廖敏不慎遗失建造师证，证号：
琼246121303830，现声明作废。
▲澄迈县太平中心学校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34690230014303，声明作
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爱心幼
儿园遗失海南白沙农村合作银行
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6171401，现特此声明作
废。
▲万宁莲花农家乐专业合作社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06NA000306X，声明作废。
▲东方为农农资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2612801声明作废。
▲ 陈 雅 婷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
460026199610304520 号特此声
明。
▲焦晗不慎遗失保亭县城区保兴
东路南侧庄园豪都二期8幢1007
房的海南闽庄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收款证明收据三张，编号：
NOA0012796； NO0002318；
NO0002293，特此声明。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191025期）

受委托，兹定于2019年10月25日

16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

机动车2辆（详见《车辆信息表》），

牌 照 号 码 分 别 为 ：起 亚 牌 琼

AHJ291、丰田牌琼CA6388，竞买

保证金2万元/辆。标的展示、缴

交竞买保证金及办理竞买手续时

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10月

24 日 12 时 止 。 电 话 ：（0898）

66532003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

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海南筑洲诚聘
1、三亚大型婚纱影楼负责人；2、海
口高端养老度假项目负责人；3、高
端金融人士一名。吕：65356771，
15008035216。

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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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石龙洪 查
文晔 李寒芳）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6日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得来不易，民进党当局为捞取选举利益，歪曲事
实，刻意贬低抹黑ECFA作用，再次暴露了他们无
视并肆意损害台湾民众福祉的政治本质。

有记者问：台当局经济主管部门称，取消ECFA
对台湾外贸影响也就5%左右。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作上述回应并指出，ECFA的签署顺应了
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客观需要，是两岸经贸交流
30多年来互补互利、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ECFA
签署以来，在货物贸易早期收获、服务贸易早期收获、
投资保护与促进、产业合作、海关合作、中小企业合作
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为两岸同胞带来了实实在
在好处。以ECFA早期收获为例，截至2019年6月
底，在货物贸易领域，大陆对台累计减免关税约375.3
亿元人民币，远超大陆对台出口享受的减免关税。在
服务贸易领域，台湾共有56家金融企业和1158家非
金融企业利用早期收获优惠政策在大陆提供服务，
41部台湾电影被核准引进大陆。

马晓光说，ECFA后续协议服贸协议签署未生
效，货贸协议商谈被迫中断，其原因大家都是清楚的，
责任在哪里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ECFA及其早收项
目的实施，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对台湾业界影响
有多深，对民众福祉的增进有多大，相信大家都有公论。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
贬低抹黑ECFA作用
暴露其政治本质

经济理论的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