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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
王卓伦） 外交部9日举行中外媒体吹
风会。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介绍国家
主席习近平即将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
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并对尼泊尔进行
国事访问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罗照辉指出，习近平主席将应印
度总理莫迪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邀
请，于 10 月 11 日至 13 日分别赴印度
金奈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
晤、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是
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也是中
国国家主席时隔23年再次访尼，将为

中印、中尼乃至中国同南亚关系发展
注入新动力，为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与
经贸务实合作开辟新空间，为增进地
区人民互信与友谊搭建新平台，为世
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新贡献。

罗照辉表示，中印同为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也是世界上仅有
的两个10亿人口级别的大国。中印携
手合作，不仅助力彼此发展，而且有助
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
程，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两国
领导人去年在武汉举行首次非正式会
晤以来，中印各领域交流合作全面推
进，有关分歧得到妥善管控，两国关系

步入平稳向好新阶段。在金奈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同莫迪总理继续纵论天
下大势，把脉龙象共舞，就事关中印关
系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
题深入沟通，为下一阶段中印关系发
展确定基调、指明方向，向世界发出中
印一致声音，为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
世界提供稳定性、注入正能量。

罗照辉表示，尼泊尔是中国山水
相连的友好邻邦，也是中国在南亚方
向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伙伴。
建交以来，两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树立了不同大小和不同社
会制度国家间和睦相处、互利合作的

典范。此次历史性访问必将产生历史
性影响。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班达里总
统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宴会，会见班
达里总统，同奥利总理举行会谈并见
证签署多领域合作协议，会见尼共联
合主席普拉昌达、尼联邦议会负责人
及有关政党领导人。两国领导人将对
中尼关系发展做出新规划，共同开启
中尼关系快速发展新时代，深化政治
互信，夯实中尼世代友好的民意根基，
推动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
快推进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建设，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注入新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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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日
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6起
涉黑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这
6起典型案例是：

辽宁省丹东市原副市长刘胜
军、丹东市政协原副主席杨乃文、凤
城市委原书记高峻，为宋琦、宋鹏涉
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浙江省
公安厅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阮文广、
杭州市公安局党委原副书记朱伟静
等人为虞关荣涉黑组织充当“保护
伞”问题。湖南省益阳市委原副秘
书长邓宗祥等人为夏顺安涉黑组织
充当“保护伞”及有关职能部门失职
失责问题。江苏省沛县原副县长、
公安局长曹为民为张光明等多个涉
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广东省
清远市水务局水政监察支队原支队
长李耀斌、尹冬清为陈志辉、陈献金
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河南
省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原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含富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及背

后的“保护伞”问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

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处于“深挖
根治”的关键阶段，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铭记初心
使命，站稳群众立场，立足纪检监察机
关职责定位，着力强化斗争精神，坚决
扛起政治责任，在党委领导下，配合政
法委，集中攻坚、重点突破，以雷霆手
段摧毁黑恶势力“保护伞”“关系网”，
净化不良政治生态，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当前，要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
机，深入推进对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
之任之、失职失责，甚至包庇纵容、充
当“保护伞”问题的专项整治，真刀真
枪解决突出问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
强调，要持续加大查处力度，对已侦
破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按
照“存量清零”的要求，逐案过筛；紧

盯黑恶势力渗透基层政权，紧盯黑
恶势力涉及重点行业领域的违规经
营活动，紧盯黑恶势力被降格或免
予处罚的暴力犯罪事件，深挖彻
查。要与政法机关同向发力，充分
运用好问题线索快速移送反馈机制
的作用，及时通报会商，强化协同办
案，形成强大的攻坚合力。要精准
把握政策界限，深化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依规依纪依法查处涉
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要和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结合起来，坚决
纠正和查处专项斗争中地方党委、
政府和职能部门空泛表态、敷衍塞
责以及日常履职不力、疏于监管等
问题。要坚持打防并举，督促认真
落实中央扫黑除恶督导整改要求，
通过开展监督检查、提出纪检监察
建议，推动有关行业领域提升治理
水平、完善法律制度，标本兼治，正
本清源，进一步铲除黑恶势力滋生
土壤，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
更大成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六起
涉黑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9日电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
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
划分改革推进方案》。

《方案》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
措施：一是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
比例稳定。二是调整完善增值税
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建立增值税
留抵退税长效机制，并保持中央与
地方“五五”分担比例不变。为缓

解部分地区留抵退税压力，增值税
留抵退税地方分担的部分（50%），
由企业所在地全部负担（50%）调
整为先负担15%，其余35%暂由企
业所在地一并垫付，再由各地按上
年增值税分享额占比均衡分担，垫
付多于应分担的部分由中央财政
按月向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调
库。三是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
稳步下划地方。

国务院印发《方案》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
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

1978 年 3 月 18 日至 31 日，全
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
大会的代表达 6000 名，盛况空
前。这次重要会议通过了《1978-
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草案）》，表彰了 826 个先进集
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
重要讲话。他宣告：“四人帮”肆
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
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他
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
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
种谬论，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
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
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观点。他的讲话澄清了科

学技术发展的理论是非，打破了
长期禁锢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
的精神桎梏。

在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
院长郭沫若作了题为《科学的春
天》的书面发言。他向广大科学工
作者表达了期望中华民族创造“一
部巨著”的心愿，“这部伟大的历史
巨著……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
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科学的春天来了。这次大会，
题在科技，意在全局。它确立了科
技工作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我国科
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是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总动员
令，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科学的春天

据新华社长沙10月9日电（记
者柳王敏） 王贵君（1967—1989），湖
南省永州市人，汉族，高中文化，1986
年1 月参加公安工作，在永州市公安
局河西派出所任民警。

1989年11月10日晚，在抓捕重大
盗窃罪犯的战斗中，王贵君主动参战。
当罪犯持刀向一名侦查员行凶的危急
时刻，王贵君立即英勇地猛扑上去，抓
住罪犯。罪犯朝王贵君的胸部猛捅一
刀，刺中心脏。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
王贵君仍以顽强的毅力紧紧抓住罪犯，
进行殊死搏斗，直到其他干警将罪犯擒
获，才松手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

王贵君参加公安工作 3 年多来，
勤奋好学，忠于职守，热爱人民，秉公
执法，办理了上百起刑事案件和治安
案件，多次无私无畏地捕捉罪犯，两次
奋不顾身救起溺水群众，为惩治犯罪、
保护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9年11月，王贵君被中共湖南
省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分别追认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烈士。

王贵君：
无惧生死的模范英雄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国家反恐办对10月7日美国
商务部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公安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
局等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敦促
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错
误决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记者9日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为督促各地
区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
保障，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部署开
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
企业发展”专项督察，各省将在10
月中下旬组织开展此项督察。

●记者9日从湖北省发改委获
悉，作为我国“北煤南运”新的战
略通道，浩吉铁路已于国庆节前
开通运营，首趟运煤专列于9月
29日顺利抵达湖北省江陵县江
陵站台。

●记者9日在中国政法实务大讲
堂动员部署会上获悉，中国政法
实务大讲堂将首先在北京大学法
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等16所国
内知名法学院校举办。首批40
多位大讲堂授课人员为中央和省
两级政法机关省部级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凌月明9日
在2019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透
露，目前我国已着手对矿产资源
法进行修订起草工作，将全面推
进矿业权公开竞争出让，严格限
制协议出让。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8
日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签约实施战
略合作，共同推进大宗商品交易
市场体系建设。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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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9日电
（记者刘开雄） 中国期货业协会8
日晚间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
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和成交
额同比增幅均超三成，其中成交
量同比增长 30.23%，成交额同比
增长38.68%。

从数据看，尽管9月份受节假
日效应影响，成交量、成交额环比有
明显下降，但就前三季度整体看，1
至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2898.21百万手，同比增长30.23%；1
至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
214.32万亿元，同比增长38.68%。

前三季度全国期货市场
成交量同比增长超三成

10月9日，在广西灌阳县新圩镇小龙村袁隆平院士工作站，袁隆平接
受媒体采访。当日，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在广西灌阳县新圩镇小龙村揭
牌。工作站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开展科研攻关，为广西农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技术支撑，转换和应用推广袁隆平院士科研团队的科技成果，培养高层
次农业科技人才，完善超高产栽培技术体系。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袁隆平院士工作站
在广西灌阳揭牌

10月9日，综合检测列车通过毕节站。
当日，成贵铁路兴文（宜宾）至贵阳段开始联调联试。全长632公里

的成贵铁路为客运专线，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设计时速为250公里/小时。

据了解，成贵铁路采取“分段建设、分期投运”方式，成都至乐山段已
于2014年12月先期开通运营，乐山至宜宾段已于2019年6月15日投入
运营。 新华社发

成贵铁路兴文（宜宾）至贵阳段
开始联调联试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
刘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日在钓鱼
台国宾馆会见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
瓦雷。

习近平指出，不久前，中所两国在
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正式建立外交关
系，这是顺应时代潮流、造福两国人民
的好事。你这次访华具有里程碑意
义。所罗门群岛虽然刚同中国建交，
但友好不分先后，只要开展起来，就会
有光明的前景。我们愿同所方一道努

力，抓住两国建交的历史契机，相互信
任、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积极拓展各
领域合作交流，开好局，起好步，共同
开辟两国关系发展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指出，所罗门群岛位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向延伸地带，两
国要以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为
契机，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合作，
助力提升所方民生水平和自主可持续
发展能力。建交后，所罗门群岛成为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这为两

国人员往来、地方交流和旅游合作带
来巨大机遇。中方欢迎所方加入中国
同太平洋岛国合作的大家庭，愿同所
方在联合国、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多边
机制内加强沟通和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等挑战，维护好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索加瓦雷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表示中国在短时间内
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所方十分钦佩。
所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交，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边，这是所方
作出的庄严和坚定的政治承诺。所方
希望学习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实现
自身进步繁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
建“一带一路”是伟大倡议，给所方带
来巨大机遇。所方愿与中方积极开展
贸易、投资、农渔业、旅游业等各领域
合作，共创所中关系新的未来。所方
赞赏中方关心和支持太平洋岛国的发
展，这是南南合作的成功范例。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

上图：10月9日，中欧班列（义乌-列
日）eWTP 菜鸟号准备从浙江义乌火车
西站开出。

下图：10月9日，在浙江义乌火车西
站，中欧班列（义乌-列日）eWTP菜鸟号
的一节集装箱被吊装入列。

当日，中欧班列（义乌-列日）eWTP
菜鸟号正式开通，这趟国际货运班列满
载着82个标准箱从义乌西货运站鸣笛启
程，预计20天抵达比利时列日。随着中
欧班列（义乌-列日）运营方向的开通，义
乌始发的中欧班列已达11条线路，辐射
欧亚大陆37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中欧班列eWTP菜鸟号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