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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6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挪威国王
哈拉尔五世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
意，为新时期中挪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谱写两国传统友谊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 中挪关系自2016年正常
化以来收获了累累硕果。推动中挪关系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也
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挪
威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市场
经济地位的欧洲国家之一。明年，中挪将迎

来建交65周年， 中方愿同挪方以此为契机，
共同开辟中挪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不断巩固和增
进政治互信，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
交往原则， 充分尊重并切实照顾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为中挪关系行稳致
远打牢政治基础。 要持续深化和拓展各
领域务实合作， 为两国经贸合作作出全
面制度性安排， 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
赢。 中方愿同挪方积极探讨在“一带一
路”框架内开展合作，共同促进亚欧大陆

互联互通。要丰富人文交流内容和形式。
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冬季运动领域交流，
欢迎挪方同中方分享经验并协助推进冬奥
会筹办工作。 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和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和协调，
推动经济全球化、倡导世界多极化、维护多
边主义、促进可持续发展，携手维护世界和
平稳定，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在北
极理事会框架内的交流合作， 希望挪威继
续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北欧合

作发挥积极作用。
哈拉尔五世表示， 很高兴再次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我和王后自1985年首次访
华后多次来到中国， 见证了中国的迅速发
展和巨大变化。 我这次访华表明挪中关系
重回正轨，并再次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我
赞同习近平主席对加强挪中合作的看法。双
方合作还大有潜力可挖。我们双方要共同努
力拓展互利合作。 我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
印象深刻，挪方愿同中方加强冬季运动交流
合作，支持中方成功举办2022年冬奥会。

习近平同挪威国王举行会谈

为新时期中挪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6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四
十八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佩里。

习近平欢迎佩里再次访华。 习近平指
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西方国家对新中国
实行贸易封锁之际， 你的父亲带领几十位
英国工商界有识之士， 冲破重重阻碍来到
中国，开启“破冰之旅”，撰写了一段中英友
好的佳话，非常了不起。中国人民永远不会
忘记在那个艰难岁月为开拓中英经贸往来
作出历史性贡献的老一辈友好人士。“破冰

之旅”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世界也发生了沧
桑巨变，但“破冰之旅”仍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今天， 中英友好已在我们两国深入人
心，共同打造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已经成
为我们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识。 我很
高兴看到“破冰之旅” 的精神正在世代传
承。 以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为代表的新一
代“破冰者”，继续以满腔热情投入中英友
好事业。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中英友谊
一定会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习近平指出， 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中
国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近代两三百
年的封闭曾经造成了我们的落伍。 吸取
历史教训， 当代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
程。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四
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更加坚定了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 中国也更加坚定支
持贸易自由化，支持经济全球化。我们提
倡在国际事务中要增进交流、 合作、理
解、互信，避免猜忌、偏见、误解。中国不

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 我们是世界和平
的坚定维护者。 中方主张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主张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致力
于建设中英关系“黄金时代”。

佩里表示，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致力于
增进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交流，愿积极参与中
国发展复兴进程。我们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将继续本着“破冰之旅”精神，支持全
球化，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在“一
带一路”框架内推进英中合作。

习近平会见英国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主席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中
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海南自贸试验区）并印发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指出，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
于国际国内发展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重
大决策，是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
的重大举措。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制度
创新为核心，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深
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海南自
贸试验区建设全过程，积极探索自贸试验区生态绿色发展新模
式，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力争取得更多制度创新成果。

《方案》明确，发挥海南岛全岛试点的整体优势，紧紧围绕建
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
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把
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方案》以现有自贸试验区试点任务为基础，明确了海南自
贸试验区在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加快服务业创新发
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开展改革试点，并加强重大风险
防控体系和机制建设。同时，结合海南特点，在医疗卫生、文化
旅游、生态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特色试点内容。

《方案》提出，到2020年，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
际开放度显著提高，努力建成投资贸易便利、法治环境规范、金
融服务完善、监管安全高效、生态环境质量一流、辐射带动作用
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自贸试验区，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打
好坚实基础。

《方案》强调，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需
要，及时向海南省下放相关管理权限，同时加强指导和服务。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总体方案》印发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121 9 4 3 7 4 6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17247277.4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282 7 8 0
排列 5 18282 7 8 0 4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5000000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国家统计局16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同比上涨2.5%，涨幅比上月扩大0.2
个百分点。

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均
有所上涨。9月份，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3%，
影响CPI上涨约0.9个百分点。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9月份， 全国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6%，涨幅比上月回
落0.5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扩
大0.2个百分点。

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2.5%

� � � � 据新华社海牙10月16日电 当地时
间10月16日中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海牙市立博物馆与荷兰首相吕特共同出
席中国-荷兰经贸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克强表示，近年来，中荷关系特别
是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主
席同威廉-亚历山大国王实现互访，进一
步引领和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 我们愿
同荷方一道再接再厉， 促进双方合作向
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李克强表示， 我同吕特首相刚刚共同
见证了两国企业界近百亿美元合作协议的
签署， 两国政府愿为双方企业合作创造公
开透明的营商环境。 中国将继续扩大对外

开放力度，采取进一步措施扩大市场准入。
对于在华注册的各类企业， 我们都会一视
同仁平等对待。 中国经济正处在向高质量
发展的阶段，市场潜力巨大，欢迎包括荷兰
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抓住机遇，拓展合作，
抢占商机。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合作是
不可持续的。 中国将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 这也是中国自身经济转型升级
的需要。我们决不允许强制转让知识产权。
对于出现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将依法
予以严厉惩处。

李克强指出， 当今世界形势纷繁复
杂，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中国愿同
荷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维护以规则为

基础的自由贸易。
李克强强调， 当前中国经济保持平稳

运行，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们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新动能
持续增长， 对新增就业的支撑已达2/3。三
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仍将保持在合理区间。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 中国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但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应对
风险和挑战，运用好定向调控手段，防止经
济增长出现大起大落。 我们完全有信心完
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 促进经
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吕特表示，荷中两国企业家齐聚一堂，
加强交流，为双方企业合作带来新机遇。荷

中关系强劲发展，高层交往密切，贸易、投
资等务实合作不断增长。900多家荷兰企
业在中国经商投资， 许多中国公司在荷兰
发展，并且数量在不断增长。两国城市、企
业、大学之间人文交流频繁。荷兰敬佩中国
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高度赞赏中国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的积极作用，
愿就此加强合作，挖掘商业机遇。荷兰以贸
易立国，愿同中方一道，坚定支持以规则为
基础的多边主义、公平公正的自由贸易，反
对保护主义。

本次经贸论坛由中荷政府商务部门主
办，两国工商界400余人出席，现场与会嘉
宾对李克强演讲多次报以热烈掌声。

李克强与荷兰首相共同出席中国-荷兰经贸论坛并发表演讲

促进双方合作向
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司马义·艾买提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

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民族工
作的杰出领导人， 维吾尔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原国务委员，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同志， 因病于2018年
10月16日11时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