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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9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巴基斯
坦总理伊姆兰·汗。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巴基斯坦是独
一无二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无论国
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
牢不可破、坚如磐石，中巴合作始终保持
旺盛生命力、不断拓展深化。中方始终
将巴基斯坦置于中国外交优先方向，在
涉及巴基斯坦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
题上将继续坚定支持巴方，愿同巴方一
道努力，加强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打造
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我们举行了一系列盛大庆典，这
也是一次爱国主义的集中教育。近14
亿中国人民人心空前凝聚，爱国热情空
前高涨，更坚定了我们排除一切艰难险

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自己的
事情办好、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
决心。巴基斯坦朋友曾在中国困难的
时候提供了无私帮助，现在中国发展起
来了，真诚希望帮助巴方更好发展。双
方要保持密切高层往来和更紧密的战
略沟通，及时就重大问题协调立场。要
高标准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建设
好、运营好现有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产
业园区和民生项目，把走廊打造成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工程。中方
高度赞赏并坚定支持巴方打击恐怖主
义的努力。中巴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的沟通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伊姆兰·汗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他表示，中国取得了
非凡的发展成就，作为中国的铁杆朋

友，巴基斯坦由衷感到高兴。巴方感谢
中国总是坚持原则、主持公道，坚定支
持和无私帮助巴基斯坦。事实证明，中
国是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巴
中友谊深入人心。巴方期待继续同中
方加强交往、协调、合作，坚定推进中巴
经济走廊建设，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成
功典范。巴方将继续坚定推进反恐行
动，维护安全和稳定。

伊姆兰·汗介绍了巴方对当前克
什米尔局势的看法，呼吁尽力避免事
态恶化，防止局势失控，表示巴方高度
重视和赞赏中方所持的公正客观立
场。习近平表示，中方关注克什米尔
局势，有关事态的是非曲直是清楚的，
中方支持巴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希望
当事方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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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报道：10
月9日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永航到洪湾中心渔港，就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主题
教育的部署要求、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实际

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渔业转型升级，促进

渔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现代渔业高度发
达、渔港渔区繁荣昌盛的长远目标，市委、市
政府启动了香洲渔港搬迁工作，香洲渔港
400余艘渔船于今年8月上旬全部搬迁至洪
湾中心渔港及其他渔港。洪湾中心渔港选
址于磨刀门水道与马骝洲水道交汇处，渔港
核心区总面积72万平方米，是集渔船安全
避风、渔获集散、渔业生产、运输补给、冷冻
仓储、水产加工、渔业文化传播等功能于一
体的现代化渔港经济区。据了解，洪湾中心

渔港启用以来，每天进出渔港的渔船200余
艘，渔获总量约500吨，渔港实现良好开局。

走进洪湾中心渔港，一艘艘渔船整齐地
停靠在崭新的码头边，桅杆上的国旗随风飘
扬，一派喜庆祥和景象。郭永航实地查看湾
仔边检站洪湾渔港执勤点、渔港庇护中心、
渔民小区、补给中心、冷藏储冰库、拍卖厅、
水产交易中心等，与渔港工作人员和渔民深
入交流，详细了解洪湾中心渔港建设运营和
搬迁后渔民生产生活等情况。郭永航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完善洪湾中心渔港
设施，切实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
事，推动主题教育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
走。要加快推进智慧渔港建设，实现生产机
械化、管理现代化、交易信息化和安全生产
制度化。要加快完善渔港生产生活设施设
备，切实提高渔港生产能力和运作效率，不
断增强渔港防灾减灾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要加强与周边城市远洋渔业
企业合作，力争将洪湾中心渔港打造成为现
代化国际渔业物流港。

市领导赵建国、刘嘉文参加活动。

郭永航到洪湾中心渔港开展主题教育调研

□本报记者 耿晓筠

在珠海经济不断跃升的前进道
路上，国有企业始终是国民经济“领
头雁”、关键领域“压舱石”。

2019年，是珠海免税集团成立
39周年，也是其在新起点上扬帆奋
进的“大发展年”。

风起南海，潮涌珠江。珠海免
税集团高站位、宽视野、前瞻性谋划
自身发展，紧跟国家战略方向，积极
布局以珠海为核心、辐射粤港澳大
湾区的经营网络，为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贡献力量，彰显国有企业
的初心与担当。

临海听风，气象万千。成立39
年来，珠海免税集团与特区发展同
行，伴随着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从最
初口岸单一免税商品经营，发展成
为国内唯一一家全资拥有免税、有
税、保税（跨境）三大业务运营管理
实践经验的国有企业。先行先试、
敢为人先早已成为珠海免税人的自
觉追求。

浪潮奔涌的珠江两岸，一个
世界级城市群加速崛起，“口岸经
济带”建设的新窗口，正在向珠海
打开。

（下转02版）

“二次创业”新征程 双轮驱动谋转型
——珠海免税集团系列报道之“发展篇”

珠海免税港珠澳大桥公路口岸店。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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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稳
定社会预期，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
业，鼓励地方在经济发展中培育和拓展税源，
增强地方财政“造血”功能，营造主动有为、竞
相发展、实干兴业的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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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健全地方税体
系改革要求，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
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
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
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

《方案》强调，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
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之举，调整中
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是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的重要保障。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组织
领导，严肃财经纪律，推进配套改革，抓好贯
彻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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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金秋十月，和风送爽，中国元
首外交再启新程。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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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务实合作，畅叙邻里情
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领导
人此次南亚之行，人们期待此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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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脉合作
指明中印关系发展方向

滚滚长江奔腾向前，宽阔恒
河奔涌不息。 （下转02版）

为互利合作注入新动力
为互联互通开辟新空间

——写在习近平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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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

据新华社澳门10月9日电 澳门特区
政府日前对首个《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
规划（2016-2020年）》做出中期评估，并于9
日正式发布中期评估报告。该报告指出，
2016至2018年，澳门特区首个五年发展规
划进展顺利。

该报告对澳门特区政府首个五年发展
规划执行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估总结，主要内
容包括：整体经济回暖、民生持续改善、社会
善治稳步推进、重点工程有新进展、房屋政
策和公共房屋建设逐步推进、打造文化旅游
城市的主要目标稳健推行、完善咨询机制的
目标得到落实，以及精兵简政逐步开展等。

澳门特区政府首个
五年发展规划进展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