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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萨格勒布4月10日电 当地时
间4月1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萨格
勒布总统府会见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

李克强表示， 中克合作是平等、开
放、包容的，发展潜力巨大。中方愿将“一
带一路”倡议同克方“三海合作”倡议加
强对接，不断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
中国在欧盟成员国开展基础设施合作，
将坚持公开投标，遵循欧盟标准和规则，
保质保量完工，实现互利双赢多赢。刚刚
结束的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
晤达成的一项重要共识， 就是投资应该
是双向开放、非歧视的，这在中欧合作中
应该得到遵循。

基塔罗维奇表示， 克方欢迎中国公
司来克投资，开展港口等合作，克方不会
歧视任何国家企业。 克方愿将“三海合
作” 倡议同中方“一带一路” 倡议以及
“16+1合作”更好对接，推动克中、欧中务
实合作取得新发展。

据新华社萨格勒布4月10日电 当地
时间4月10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萨格勒布总理府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
维奇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 中克友好交往源远流
长，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
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信基础上同克方加
强互利共赢合作，传承友谊，不断开辟中克

关系的新局面，推动两国合作跃上新台阶。
普连科维奇表示， 克中关系一直保

持高水平发展， 此访期间双方将签署一
系列合作文件， 体现了双方最新务实合
作成果。

据新华社萨格勒布4月10日电 当地
时间4月10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萨格勒布议会大厦会见克罗地亚议长扬
德罗科维奇。

李克强表示，中克关系长期友好。我
们愿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基
础上，不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密切人文
交流，加强在体育等领域的学习互鉴，深
化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推动两国关系

实现更多互利共赢。
据新华社萨格勒布4月9日电 应克罗

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邀请，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当地时间4月9日晚乘专机抵达萨格
勒布机场， 对克罗地亚进行正式访问，并
将赴杜布罗夫尼克出席第八次中国-中
东欧国家领导人（“16+1”）会晤。

李克强指出，此次会晤以“构建开放、创
新、伙伴之桥”为主题，中方期待同16国一
道，秉持平等协商、互利互惠、开放包容、务
实创新的原则，将“16+1合作”打造成“一带
一路”倡议与亚欧互联互通战略对接的重要
平台，为促进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和
欧洲一体化进程注入新动力。

让共和国的奋斗史诗
激发磅礴力量

4月10日起，大型专栏报道“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在各
媒体正式推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用心讴歌光辉历程，用情展现人民奋斗，用功书写精
品力作，这是新闻战线献给新中国70华诞的生日礼物，也是
广大新闻工作者为人民抒写、为时代立传的使命职责。

时间是历史的见证者， 也是伟大的书写者。70年艰辛创
业，70年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团结奋斗，新中
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总结：“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 还是
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共和国的奋斗史诗，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近代以来，让中国告别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是仁
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在历史的洪流中，一代代中
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一路披荆斩棘、奋勇向前，久经磨
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深入思考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
斗实践，深刻理解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
逻辑，我们就能进一步把握大势、明确方向，不断坚定“四
个自信”， 沿着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开创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继续写好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文章。

共和国的奋斗史诗，激荡着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砥砺
前行的奋斗精神。新时代的中国蒸蒸日上，百姓生活一节
更比一节高，这来之不易的一切，凝聚着中国人民的聪明
才智，浸透着中国人民的辛勤汗水。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
根基，亿万人民的奋斗与创造是共和国生生不息的力量之
源。读懂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弘扬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
激荡家国一体、命运与共的情感共鸣，巩固爱国强国报国
的社会共识，新时代的奋进脚步必将更加稳健铿锵。

共和国70年的奋斗史诗凝聚着一往无前、高歌行进的强大
力量。让我们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奏响新时代的奋斗旋律，勠力
同心迈向民族复兴的光辉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李克强会见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
将出席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肖丽娟 2019年4月11日 星期四
时事 11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日前，
国务院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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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决定》），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决定》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优化社会保险登记手续方面，
通过修改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第八条， 简化社会保险登记手续，优
化办理方式，为网上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提供了依据。同时，按照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五证合一、一照
一码” 登记制度改革的相关要求，删

去了该条例第八条有关补办社会保
险登记的内容。

在优化不动产登记和房地产开
发企业备案、挖掘城市道路的审批以
及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等手
续方面，对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
五条、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第八条、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
条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三
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中涉及办理
主体需到现场办理事项或提交纸质
材料等内容进行了修改。2013年修改

的公司法已经实行了注册资本认缴
制，新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到房地
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已无需提供验
资证明，为此，删去了城市房地产开
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三项。

在推动网上办理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方面，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管理条例第十一条作了修改，删去
了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过程
中需要申请人持相关文件前往现场
办理的规定，确保通过网络办理相关
审批不存在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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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威胁对欧盟产品加征关税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9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
普9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称，世界贸易组织
发现欧盟向空客公司提供的补贴对美国造成不
利影响， 美国将对价值约110亿美元的欧盟输
美产品加征关税。 分析人士认为， 此举将令波
音、空客两大公司的补贴诉讼大战日趋复杂化，
并可能进一步加剧美欧之间的经贸摩擦。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8日在声明中说，
美国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与欧盟达成协议，终
止对大型民用航空飞机的所有不符合世贸组
织规则的补贴。

据媒体透露，欧盟委员会官员9日表示，欧盟
也在准备对美国违规补贴波音公司的贸易报复
措施，同时欧盟对与美国磋商持开放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