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王亮）今
天，2019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环洞
庭湖站闭幕式在益阳天意木国园区举行，60
辆新能源汽车在6天的时间里穿越5个城市，
进一步传播了绿色环保理念， 三大项目冠军
也一一决出。

15日，车队顺利抵达益阳，定速拉力赛
率先结束。 今天进行的场地障碍赛总决赛共
分为障碍赛和直线加速赛两个项目。经过2小
时比拼，场地障碍赛各组别成绩揭晓，本次赛
事三大竞赛项目的总成绩也随之出炉。

混合动力组定速拉力赛总成绩冠军是
李嘉怡/孟敏颖，纯电组定速拉力赛总成绩桂
冠被英格·布克/贝蒂娜·布克拿下；混合动力

SUV组障碍赛总成绩第一名是梁锐昌/李迎，
纯电轿车组障碍赛总成绩第一名是周航宇/
雷力波，纯电SUV组障碍赛总成绩第一名是
龚欢/龙霞；混合动力SUV组加速赛总成绩第
一名是易春杰/李鸿钧，纯电动轿车组加速赛
冠军由刘敏/王梓鑫获得，纯电SUV组加速赛
总成绩第一名是孟尚甫/贺婷波。

本次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环
洞庭湖站12日长沙发车，途经岳阳、南县、
常德，15日在益阳收车， 除竞赛项目外，还
进行了新能源产业高峰论坛、 绿色公益宣
言、南县全民健身中心签约仪式、车手沙龙
等活动。1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
总决赛将在海南举行。

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环洞庭湖站收官
总决赛11月在海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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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首届世界科
技与发展论坛16日在北京召开。 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不断推进，科技同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深入协同发展，对人类文明演进和
全球治理体系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以科技
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成为破解各国关心的

一些重要全球性问题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强调，中国一贯秉持开放合作，坚

持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本国发展战略
和国情有机结合，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希望论坛促
进各国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携手合作，凝
聚共识，交流思想，深化合作，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向首届
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致贺信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10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听取今年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汇报，要求
确保为企业减负担、为发展增动能；部署以
更优营商环境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今年以来各地、 各有关部门狠抓减税降费
政策落实， 前8个月全国减税降费1.5万多
亿元，促进了企业减负、居民增收和就业增
加，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对对冲经济下行
压力、做好“六稳”、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据测算，全年减税
降费总额将超过2万亿元。下一步，一要落
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 及时研究解决企业
反映的突出问题， 确保制造业等主要行业
税负明显降低、 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
业税负有所降低、其他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二要指导各地加强财政预算管理， 政府要
坚持过“紧日子”，严控一般性支出。落实省
级政府主体责任， 支持基层财政困难地区
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三要研究进
一步推改革、促发展、增就业措施，聚焦鼓

励创业创新， 研究对制造业重点行业加大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增强发展内生动
力和后劲。

会议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基本国策。
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
的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
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利用外资。会议确定，要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更有吸引力
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一
是扩大对外开放领域。 清理取消未纳入全
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
限制措施。全面取消在华外资银行、证券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业务范围限制，落实好新
修改的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
例。二是促进投资便利化。扩大资本项目收
入支付便利化改革试点范围。 三是平等保
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不得强制或变相强
制外国投资者和外资企业转让技术， 依法
保护商业秘密， 完善电商平台专利侵权判
定通知、移除规则。四是支持地方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 在中西部地区优先增设一批综
合保税区。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保为企业减负担为发展增动能

就中蒙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互致贺电
� � �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月16日就中蒙建交70周年同蒙古国总统巴特
图勒嘎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中蒙是山水相连
的友好邻邦， 蒙古国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
国家之一。建交70年来，中蒙两国坚持友好合
作大方向， 共同推动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深入
发展， 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利益。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蒙关系
进入快车道，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新气象。我高

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 愿同巴特图勒嘎总统
一道努力， 共同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 不断取得新的更大
进展。

巴特图勒嘎在贺电中表示， 在蒙中建交
7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 双方总结70年
交往成果， 并就未来合作长远方向进行高层
探讨和规划，蒙方对此感到高兴。当前蒙中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都取得良好发展，
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为本地区和平与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愿继续同习近平主
席一道努力，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友好关
系与各领域合作。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蒙古国总理呼
日勒苏赫也互致了贺电。 李克强在贺电中说，
新形势下，中方愿同蒙方一道，共同推动两国
关系阔步向前，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
祉。呼日勒苏赫在贺电中说，蒙方愿同中方不
断丰富两国关系内涵，巩固双方在国际地区事
务中的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关系。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全国人大外
事委员会16日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发表声明。

声明说， 美国国会众议院于当地时间
10月 15日通过由少数议员提出的所谓
“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公然插手
香港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全国人
大对此予以强烈谴责，表示坚决反对。

声明表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
是中国的内政，香港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插
手。我们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及一些政客立即停
止干涉香港事务，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立即停止推动审议有关涉港法案，多做有
利于中美两国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的事。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16日就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会通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答记者问。

耿爽说，我们对美国国会众议院执意通
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强烈愤
慨和坚决反对。“我想再次强调，香港是中国
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
外部势力干预。 我们奉劝美方认清形势，悬
崖勒马， 立即停止推动审议有关涉港法案，
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耿

爽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国务院港澳

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光16日就美国国会众议
院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发表谈
话，对有关做法表示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

杨光表示，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
实，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依法得
到充分保障。我们奉劝美国国会及一些政客
尊重客观事实，立即终止有关法案的后续审
议程序，不要错上加错。没有美国的干预，香
港会更加繁荣稳定。

据新华社香港10月16日电 中央人民政
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负责人10月
16日发表声明，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表示坚决反对和严
厉谴责。该负责人强调，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贯彻“一国两
制”的坚定意志和决心。我们正告美国部分
政客，立即收回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
黑手， 停止操弄推动有关涉港法案的把戏，
任何搞乱中国、破坏中国“一国两制”的企图
都是痴心妄想，注定以失败收场。

据新华社香港10月16日电 外交部驻
港公署16日发表声明指出， 美国一些政客
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执意通过所谓“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涉港议案，公然
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挑衅“一国两制”
原则底线， 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再次
暴露其强盗嘴脸和霸权本性，我们对此表示
极度愤慨和强烈谴责。声明强调，我们敦促
美有关政客认清历史大势，悬崖勒马，立即
停止推进相关法案， 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
涉中国内政。

据新华社香港10月16日电 香港特区
政府16日表示， 对于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以及另外两项有关
香港的法案和议案感到遗憾。特区政府发言
人表示，保障人权和自由是特区政府的宪制
责任。香港基本法第四条指出，香港特别行
政区依法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其他
人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人权和自由还受到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 及其他法律的充分保
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
香港的有关规定也将继续有效。特区政府十
分重视、必定全力维护人权和自由。

没有美国干预，香港会更加繁荣稳定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等
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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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习近平指出，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深
刻复杂变化。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合作的意愿
不是减弱了，而是更加强了。中国坚持和平发
展，中国开放的大门必将越开越大。欢迎世界

各国包括各国企业抓住中国发展机遇， 更好
实现互利共赢。习近平表示，约翰·基先生担
任总理期间， 为推动中新关系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希望你继续为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合作
添砖加瓦。

约翰·基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表示中方的庆祝活动宏伟壮观，令人
赞叹。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历史终将证
明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和卓越领导力，相
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必将取
得成功。 我愿意继续为增进新中之间的相互
了解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