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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
法规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了依法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
改革， 更大程度激发市场、 社会的创造活力， 根据
2017年11月4日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等十一部法
律的决定》， 国务院对取消行政审批项目涉及的行政
法规进行了清理， 决定对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
以修改。

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
法》2部行政法规的3个条款，取消了中外合作经营企
业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审批、 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
书核发2项由地方实施的审批项目。

按照“放管服”改革加强后续监管的要求，修改
后的法规条款强化了有关部门对行政审批项目取消
后从事相关活动的监管， 增加了行政主管部门的监
管职责。 例如， 取消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核发
后，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家庭接生人员的培训、 技术指导
和监督管理。

我国新批准启用
35项国家计量基准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 王优玲）国家质
检总局计量司司长谢军29日说， 经技术改造升级，
我国新批准启用35项国家计量基准，标志着我国国
家计量基准体系的整体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谢军在质检总局29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经依法全面复核， 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定国家计量基
准共177项，涵盖几何、热工、力学、电磁、无线电、时
间频率、光学、电离辐射、声学、化学等10个计量专
业领域，有12项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国家计量基准技术水平代表国家计量量值的源
头，体现最高测量能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
志之一。 2015年以来，质检总局依法对我国保存维
护的原有183项国家计量基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技
术和管理复核。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提出“计量、标准、合格评定”共同构成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 而计量基准作为国家战略资
源和计量体系的量值源头， 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
核心要素， 决定了我国科技创新和质量发展的现实
能力与水平。

据介绍，质检总局编集的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计量基准名录》， 收录了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定
177项国家计量基准，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 � �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1月28日电 （记者
白洁 吴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28
日下午在布达佩斯国会大厦同匈牙利总理
欧尔班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中匈友谊源远流长，两国
关系基础牢固。 中国视匈牙利为在中东欧
的重要合作伙伴、在欧盟的好朋友、在国际
事务中可以开展密切沟通协调的好伙伴。
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会见了访华的总理先
生，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
们愿同匈方继续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基
础上，不断深化两国关系，将中匈传统友好
与互利合作推向新的水平。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
议同匈方发展战略更好对接， 扩大双边经
贸投资规模，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
域合作，进一步推进区域互联互通。中方将

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匈投资兴
业，希望匈方给予更多便利。我们也愿进口
匈方更多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加强金融
合作， 推动匈成为中国-中东欧金融合作
的重要基地。支持双方扩大旅游合作，加强
民航、教育等交流与合作。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1月28日电（记者
吴夏 尚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1
月28日上午在布达佩斯下榻饭店会见塞尔
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

李克强表示，中塞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
各领域互利合作硕果累累。今天，匈塞铁路贝
尔格莱德至旧帕佐瓦段正式开工， 标志着匈
塞铁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希望双方扎实推
进该路段建设， 同时加快诺维萨德至苏博蒂
察段设计工作，推动匈塞铁路这一“16+1合
作”旗舰项目早日建成，为加快推进中欧陆海

快线建设和地区互联互通注入动力。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1月28日电（记者

张正富 翟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1月28日上午在布达佩斯下榻饭店会见
斯洛文尼亚总理采拉尔。

李克强表示， 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是跨
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是中欧合作组成部分
和有益补充，有利于促进全球化健康发展。
希望两国共同努力， 充分利用“16+1”平
台， 共同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和中
欧合作。

李克强强调， 中方对中斯关系快速发
展表示满意。两国农业、旅游、科研等合作
已取得很多成果， 中方愿进口斯方有竞争
力的农产品，支持更多中方游客赴斯旅游；
中国汽车制造能力强， 愿推动中方相关企
业参与斯汽车制造；加强人文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推动双边友好合作向更深、 更广方
向发展。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1月28日电（记者
白洁 杨永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1月28日上午在布达佩斯下榻饭店会见
马其顿总理扎埃夫。

李克强表示，中马关系发展良好，两国
在“16+1合作”框架下开展了富有成果的
合作。 中方赞赏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
策，愿同马方巩固互信，加强合作，以明年
中马建交25周年为契机， 推动两国关系取
得新发展。

李克强指出， 中方愿同马方更好对接
发展战略， 推进两国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等领域的合作。希望马发挥自身优势，积极
参与中欧陆海快线建设。 中方也愿开拓两
国在数字经济等新业态领域的合作。

李克强分别会见匈牙利等国总理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美国商务部
日前对自中国进口的通用铝合金板自主
发起“双反”调查。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
29日发表谈话，对美方的贸易保护倾向表
示强烈不满，称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
国企业合法权益。

华盛顿时间11月28日， 美国商务部发
布公告， 对自中国进口的通用铝合金板自
主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中国商务部方

面表示，美方非基于国内产业申请，而由政
府机关对来自中国的通用铝合金板自主发
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这是25年来美国
商务部首次自主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
表示，美方此种做法在国际贸易的历史上
也是罕见的。中方对美方此举表现出的贸
易保护倾向表示强烈不满。

王贺军指出， 中美两国铝业是互补

的， 中美之间的铝产品贸易是双向的，人
为阻碍双边铝产品贸易的正常秩序，将损
害中美双方的利益。

王贺军强调，中美两国元首刚刚达成
“致力于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合作” 的共
识，希望美方遵照共识，与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
同时，中方也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
企业的合法权益。

国际社会谴责
朝鲜试射弹道导弹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朝鲜29日
宣布， 当天成功试射了新开发的“火星
-15”型洲际弹道导弹。 国际社会纷纷谴责
朝鲜此举违反联合国相关决议， 威胁地区
及世界和平稳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
表声明， 严厉谴责朝鲜试射弹道导弹， 称
该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相关决议， 完全
无视国际社会共识”。 联合国安理会将于
当地时间29日下午举行紧急会议， 讨论相
关应对措施。

韩国总统文在寅29日上午主持召开国
家安保会议， 强烈谴责朝鲜试射导弹加剧
半岛紧张局势， 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并
表示韩国将继续加强防御力量， 与国际社
会一道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促使朝鲜弃
核。 他同时呼吁朝方立即停止导致其孤立
和失败的行为， 回到谈判桌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此同韩国总统文在
寅、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 强烈谴责
朝鲜的“挑衅行为”， 认为朝鲜的核导武器
只能破坏其安全， 加深其外交和经济孤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9日在回答有
关提问时表示，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对朝鲜
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有明确规
定。 中方对朝方有关发射活动表示严重关
切和反对。 他说：“中方强烈敦促朝方遵守
安理会相关决议， 停止采取加剧半岛紧张
的行动。同时希望有关各方慎重行事，共同
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 ”

美商务部25年来首次主动对华“双反”调查

中国商务部表示强烈不满

�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王亮）记
者今天从省体育局了解到，2017至2018中
国羽毛球超级联赛将于11月30日揭幕。湖
南华莱队主场首秀将于12月2日在长沙东
塘电信体育馆进行，对手是东莞世纪城队。

新赛季羽超共有7支队伍参加， 比赛时
间为11月30日至2018年2月3日。 联赛采用
一周双赛制，每周四晚上和周六下午比赛。

湖南华莱队共有16名队员参赛，男运
动员分别为柴飚、刘适文、周泽奇、谭振
东、樊秋月、郭嘉豪、庞钰才以及韩呈恺。
女运动员中，2016年宣布退役的奥运女双
冠军田卿意外出现在参赛名单中，其他女
运动员则有包宜鑫、贾一凡、彭沁、周萌、
刘玄炫、魏雅欣以及龚佳怡。

湖南华莱
12月2日主场首秀

羽超联赛开赛

� � � �正在执行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考暨中国大洋46航次的“向阳红01” 船， 于
西一区时间28日上午抵达南大西洋作业海区， 开始第三航段科考作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