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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十一世班
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向党中央敬献唐卡仪
式今天在北京举行。 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委托，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
厅主任丁薛祥接受了敬献的唐卡。

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十
一世班禅和扎什伦布寺向党中央敬献唐卡，
唐卡主题是“班禅向习近平总书记敬献哈
达”，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拥护、对人
民领袖的衷心爱戴、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丁薛祥向班禅
和藏传佛教界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丁
薛祥希望班禅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谆谆教诲，坚定政治立场，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班禅表示，一定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切嘱托，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
团结， 积极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者，努力为促进西藏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十一世班禅
向党中央敬献唐卡

新华简讯

国家重奖创新创业教学名师
� � � � 15日，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现场，中国教师发展基金
会颁发教学大师奖、杰出教学奖和创新创
业英才奖。其中，教学大师奖、杰出教学奖
分别奖励每人150万元和100万元。

清华大学姚期智院士获得首届教学
大师奖，北京大学黄如、复旦大学闻玉梅、
南京大学卢德馨、浙江大学吴晓波和西安
交通大学何雅玲等5人获得杰出教学奖。

� � � � 中国人民银行15日发布金融统计数
据显示，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63
万亿元，同比多增4867亿元。

另外， 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
13.22万亿元，同比多增1.21万亿元。

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3.63万亿元

� � � � 强台风“海贝思”给日本造成的影响
还在持续。截至当地时间15日20时，台风
已造成72人死亡。日媒援引日本国土交通
省的统计报道说，日本全国共有52条河中
的73处堤坝发生决堤，170处山体发生滑
坡、塌方等灾害。目前灾区正在进行紧张
的搜救工作及灾后恢复工作，尚不完全掌
握全国整体受灾情况。 （均据新华社电）

“海贝思”已造成日本72人死亡

省武协表彰“改革开放
40年湖南武术百杰”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范如虹）10月15日， 湖南省武术
协会在长沙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暨改革开放40年湖南武术百杰人物表
彰大会”，晏西征等151名武术人获“改革
开放40年湖南武术百杰”殊荣。

“改革开放40年湖南武术百杰”评选
活动旨在展示新时代湖南武术界“快乐武
林，健康人生”的整体形象，宣传湖南武术
优秀的领军人物和杰出代表。经过投票和
对每一位候选人的武艺、武德、社会影响
力和贡献度进行综合考评， 中国武术九
段、 中国武术协会特邀副主席晏西征等
151名武术人最终当选。

获奖代表、 中华武术发展促进会主
席、湖南省武术协会常务副主席游罡华表
示，未来将做好榜样，把武术传承好，把湖
南校园武术推广好，使更多青少年学习武
术，了解武术。

� � �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下
发 《关于开展2019年新闻采
编人员岗位培训考试的通
知》， 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闻记
者证核发办公室负责人日前
围绕2019年新闻采编人员岗
位培训考试工作，就业界关心
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 � � �答：按照《新闻记者证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新闻记者证每五
年换发一次， 今年为新闻记者证
换发年。根据工作惯例，在全国统
一换发新版新闻记者证前， 部署
开展全国新闻采编人员岗位培训
考试工作。 新闻采编人员通过培
训考核合格的， 按程序申领新闻
记者证。

报纸出版单位、期刊出版单
位、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
新闻电影制片厂、纳入新闻记者
证核发范围的14家中央主要新
闻网站等新闻单位持新闻记者
证记者和2020年1月1日前获得
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定的新闻采
编从业资格的人员应参加培训
考试。

参照以往惯例， 具有新闻、
播音主持专业副高级职称及以
上的人员应认真参加培训，但可
免予考试。新闻单位驻境外人员
和确因客观原因在规定时间内
无法参加考试的，须经新闻单位
提出申请后，另行组织安排。

考生范围
哪些人需要参加考试？1.

� � � �答： 内容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
闻伦理与政策法规、新闻采编业务等。

目前，“学习强国”PC端开设了“新
闻采编学习”专栏，提供了相关学习资
料；“学习强国”手机客户端“我的”板块
“新闻采编学习”栏目中，提供了题库练
习，题库里的内容还在不断补充，10月
21日停止更新， 新闻采编人员可以参
考题库，认真练习备考。

本次采取闭卷考试形式。与以往新
闻采编人员考试方式不同，这次采取线

上、线下两种考试方式。线上考试时间
为2019年10月28日至11月10日， 线上
考试结束时，考试成绩自动生成并从考
试页面弹出， 考生当即获知考试成绩。
如考试不合格或未能按时参加考试，可
参加线上统一补考， 补考时间为11月
20日至30日。

考试试题包含单项选择题、多项选
择题及判断题， 每份考卷随机生成。每
场考试时间为60分钟， 共100道题，满
分100分，合格分数线80分，考试不合
格的可补考一次。

考试形式 此次岗位培训考试内容有哪些？
采取什么方式进行考试？2.

� � � � 答：是的。此次培训和考试由各新
闻单位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部署
和要求，自行组织实施完成。各新闻单
位要采取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自测相
结合、 理论学习和交流研讨相结合的
形式开展培训。 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
24个学时。10月27日前，各新闻单位应
按要求自行组织完成培训。

已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完成认
证参加线上考试的新闻单位， 要在规
定考试时间段内自行组织所属新闻采
编人员通过“学习强国” 手机客户端
“新闻采编学习”栏目考试系统进行考

试和补考， 在规定考试时间段内可结
合本单位实际自行组织多场次考试和
补考，具体时间、地点、总场次自定，每
场考试人数不限， 全部考试工作须于
2019年11月30日前完成。

参考人员如对个人成绩存在异
议，中央新闻单位人员，由其所在单位
审核汇总后， 统一报国家新闻出版署
查核；地方新闻单位人员，由新闻单位
向其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提
出书面申请， 由省级新闻出版管理部
门统一汇总后， 报国家新闻出版署查
核。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组织形式 是由各新闻单位自行组织完成吗？
怎样开展培训和参加考试？3.

加强新闻记者队伍建设
提高从业人员能力素养

国足闷平菲律宾
� � � � 15日晚，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
赛继续打响，中国男足客场0比0战平菲
律宾队，前三轮取得2胜1平积7分。图为
中国队球员武磊（左）在比赛中。

蔡矜宜

“今晚国足进几个？”这应该是本
场菲中之战前， 绝大部分球迷期待的
“看点”，包括记者本人。

对不起，是我想太多。
一场跌破眼镜的0比0，不仅证明了

“球迷和我想太多”，同时也暴露出国足
心态上的问题———想得太多。

中菲此前交手，国足保持全胜、仅
丢过1个球， 而这1球还是出自两年前
的一场8比1“大胜”；就在今年6月，中
国队对菲律宾队的 “最小分差胜局”，
也赢了个2比0； 世预赛前两场面对马
尔代夫和关岛队，国足狂进12球，收获
最佳开局；归化了艾克森、召回了“武
球王”，全主力阵容应战……

一切都看似很“美好”，谁曾想却
成为国足心态失衡、终交白卷的“最后

一根稻草”。就连里皮赛后也直言：“连
续两场大胜之后， 球员们有些心理上
的松懈，以为这场比赛会轻松大胜。”

本场比赛，当“高空轰炸”无法像前
两场那般奏效，当身强体壮的对手摆出
“铁桶阵”，当既定战术受到限制……中
国队的球员们又“习惯性”急了，求胜心
切、急于破门的“内心戏”明显“绊住”了
国足队员的双脚。否则，下半场当菲律
宾队明显出现体能问题时，国足若能踢
得更耐心、冷静一点，那几次极具威胁
的进攻机会很可能就变成了进球。

“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
一能安慰我的理由”。一个月后，国足
将继续作客， 面对的是本组最强对手
叙利亚队。这一役，也将成为中国队能
否夺回出线主动权的关键战。

请国足众将收起“内心戏”，专心
踢球。

对不起，是我想太多
场外任意球

� � � � 国家统计局10月15日发布数
据，9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3%，过半系猪肉价
格上涨推动。今年1至9月平均，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2.5%， 低于全年
3%左右的调控预期目标。 图为10
月15日，河北省邢台市任县一家超
市的工作人员在整理蔬菜。

9月份CPI上涨3%
猪肉价格是主因

� � � �据叙利亚通讯社14日报道， 为应对土耳其及其支持的
叙反对派武装在叙北部的军事行动， 叙政府军当天进驻了
叙北部多个此前由叙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控
制的地区。图为10月14日，在叙利亚北部重镇曼比季，土耳
其军人在一辆装甲车旁休息。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土叙战事”

� � � �据新华社西安10月15日电 10月14日至15日，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
省长刘国中陪同下，在西安、咸阳考察。他强调，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推动改革开放，
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民生持续改善。

老旧小区改造是群众的期盼。李克强来到明德门北区，
听取西安市老旧小区改造汇报， 询问群众对小区改造的需
求。李克强说，老旧小区改造能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特别是解
决困难群众生活难题，也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这件
事光政府“独唱”不行，还要创新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居民共
同参与，形成“大合唱”。

李克强来到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考察。他说，
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对在中国注册的内外资企业
一视同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欢
迎各国企业来华共享发展机遇。

银西高铁连接陕甘宁， 建成后西安到银川铁路运行
时间由14小时缩短至3小时。李克强冒雨来到施工现场考
察。他强调，要高质量推进西部重大补短板工程建设，以
有效投资为西部发展和民生改善打牢基础。

李克强肯定近年来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
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勇于
创新，奋发进取，谱写三秦大地发展新篇章。

李克强在陕西考察时强调

谱写三秦大地发展新篇章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5日表示，
中美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是一致的，没有差别。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
级别磋商近日在华盛顿举行。 美方表示双方达成了实质
性的第一阶段协议。 中方表示双方在一些领域取得实质
性进展，同意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请问中美双
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态度是否一致？

耿爽说：“昨天我已就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作出
过回应。美方说的是实际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一致的。
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也是一致的，没有差别。”

耿爽说，这份经贸协议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中
国、美国和世界都有利，对经贸与和平也都有利。

中美在达成
经贸协议问题上是一致的

外交部：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5日
说， 今年以来中国企业自美采购的农产品包括： 大豆
2000万吨、猪肉70万吨、高粱70万吨、小麦23万吨、棉花
32万吨。中方还将加快采购美国农产品。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方近日表示，中方已
经开始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国内外舆论对此都很关注。你
能否介绍一下今年以来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的情况？

耿爽说，据向有关部门了解，中国企业根据国内市场
需要，以市场化的方式自主采购了美国农产品。根据初步
掌握的信息，今年以来中国企业自美采购的农产品包括：
大豆2000万吨、猪肉70万吨、高粱70万吨、小麦23万吨、
棉花32万吨。中方还将加快采购美国农产品。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今年
中国企业自美采购农产品情况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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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
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
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
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
条例》分别于2001年、2006年制定。这两
部行政法规的实施，对于推动保险业和银
行业对外开放，加强和完善对外资保险公
司、外资银行的监督管理，促进保险业和
银行业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党中

央、国务院作出了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
业外资股比限制，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
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等
一系列决策部署。本次修改两个条例的部
分条款，主要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批准的有关外资保险公司和外资银行准
入及业务范围等方面的对外开放政策，为
进一步扩大保险业、银行业对外开放提供
更好法治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
条例》的主要修改内容为：取消申请设立外
资保险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应当经营保险
业务30年以上， 且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

表机构2年以上的条件；允许外国保险集团
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允
许境外金融机构入股外资保险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
例》的主要修改内容为：一是取消拟设外
商独资银行的唯一或者控股股东、拟设中
外合资银行的外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拟
设分行的外国银行在提出设立申请前1
年年末总资产的条件，取消拟设中外合资
银行的中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应当为金
融机构的条件。二是规定外国银行可以在
中国境内同时设立外商独资银行和外国
银行分行，或者同时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和

外国银行分行。三是放宽对外资银行业务
的限制，允许其从事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以及代理收付款项业务，将
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吸收中国境内公民定
期存款的数额下限由每笔不少于100万
元人民币改为每笔不少于50万元人民
币，并取消对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
审批。四是改进对外国银行分行的监管措
施，放宽外国银行分行持有一定比例生息
资产的要求，对资本充足率持续符合有关
规定的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放宽
其人民币资金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
的比例限制。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

为进一步扩大保险业、银行业对外开放
提供更好法治保障

� � � �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10月15日电 在第71届德国法兰
克福国际书展开展之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驻
德国大使馆、中国外文局、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在法兰
克福联合举办了《之江新语》德文、英文版首发式。《之江
新语》是习近平主席在担任浙江省主要领导期间，在省域
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是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 该书于2007年8月首次出
版，2013年11月重印，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现已翻译
出版了英、法、西、德、日文版。

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在首发式上的致辞中表示，
《之江新语》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发展的渊源和脉络，语言生动、观点鲜明，字里行间
蕴涵着思想的力量。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表示，《之江新语》
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基于同样深刻的世界观，不仅具有
历史深度，同时具有全球视野，而且更贴近基层，语言浅显
易懂，为读者了解中国复兴进程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德国蒂宾根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施寒微表示，该书
当时谈及的话题，也是今天很重要的议题，如党员干部应
具备的素质等。

多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和来自德、英、法、美等十余
个国家学术界、出版界知名人士共200多人出席了活动。

《之江新语》德文、英文版
首发式在法兰克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