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国家统计局23日发布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报告显
示，2018年， 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
全国研发人员总量为419万人年，是
1991年的6.2倍。 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在
2013年超过美国， 已连续6年稳居世界
第一位。

419万人年

我国研发人员总量
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

� � � �随着二季度申报“大征期”结束，减
税降费最新“成绩单”出炉。国家税务总
局23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
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1709亿元， 其中
减税10387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减税办
常务副主任、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
力介绍，在上半年新增减税中，增值税
改革减税4369亿元，小微企业普惠性政
策减税1164亿元，个人所得税两步改革
叠加减税3077亿元。

（均据新华社7月23日电）

11709亿元

半年“减”下万亿元
减税降费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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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声音

� � � �据新华社上海7月23日电 7月22日至
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
书记李强和市长应勇陪同下在上海考察。

李克强来到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
区，听取总体规划汇报。他说，新片区是
在过去五年自贸试验区实践基础上设
立的，是开放的新扩大、改革的新进展，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抓住新机遇，对标国际先进水平，

更大力度改革开放，完善空间规划实现
集约开发，让这片寸土寸金之地飞出新
的金凤凰，推动高质量发展。

上海电气是年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元
的综合性装备制造企业。 李克强来到这里
了解当前经济形势对市场主体的影响，对
企业研发生产的重大装备走在国际国内前
列表示赞许。他勉励企业瞄准世界一流、更
加积极地到国际市场竞争，争创奇迹，展现
更强雄风，为提升我国重大装备制造水平、
助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多作贡献。

瑞伯公司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
后设立的第一家外商独资的金融职业
培训机构， 负责人介绍了公司情况。
李克强说，近期我们公布了新的金融开
放11条措施，金融开放要以合规经营为
基础， 这些都需要更多金融高端人才。
要加强教育培训方面的中外合作，加快
培养更多熟悉国内法规和国际规则、理
念新善经营的金融人才。

市大数据中心负责人汇报了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的情况。李克强说，大数据

里有民意有民心。 用大数据改善政府服
务、更好满足群众需求是深化“放管服”改
革的重要内容，要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优
化再造政府办事流程， 进一步利企便民，
同时也要加强数据安全保护。

李克强专门就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调研指导。他强
调，政府工作人员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主题教育和加快
改善民生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让人民
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

李克强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以更大力度改革开放促发展惠民生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方案》提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天然林
保护制度的重大决策部署，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修
复天然林。

《方案》要求，到2020年，1.3亿公顷天然乔木林和0.68亿公
顷天然灌木林地、未成林封育地、疏林地得到有效管护，基本建
立天然林保护修复法律制度体系、政策保障体系、技术标准体
系和监督评价体系。到2035年，天然林面积保有量稳定在2亿公
顷左右，质量实现根本好转，天然林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复、生
物多样性得到科学保护、生态承载力显著提高，为美丽中国目
标基本实现提供有力支撑。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以天然林
为主体的健康稳定、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森林生态系统，满足
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 优美生态环境和丰富林产品的需
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生态基础。

《方案》还就完善天然林管护制度、建立天然林用途管制
制度、健全天然林修复制度、落实天然林保护修复监管制度、
完善支持政策、强化实施保障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中办国办印发《方案》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修复天然林

二青会花样游泳
双胞胎姐妹夺第2金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 （记者 蔡矜
宜）在今天进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
会（简称“二青会”）花样游泳双人自由
自选决赛（体校甲组）中，来自郴州的双
胞胎姐妹花刘津含、刘津彤以82.300分
的成绩斩获她俩本届赛事的第2金。

此前的双人技术自选角逐中，姐妹俩
为湖南花游队拿下第一枚金牌。 本场自由
自选决赛，她们的主题为《与灵魂共舞》，这
也是师姐孙文雁/李晓璐在两年前全运会
上的比赛曲目。“我们在动作和难度上进行
了调整，姐妹俩发挥出了正常水平，回去还
有一些细节需要改善。”省花游队教练沈映
沙介绍，姐妹花今年以来一直有一些伤病，
本届比赛能拿下两枚金牌实属不易。

� � � �新华社香港7月23日电 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2日
就香港问题发表言论，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23日
表示，我们对美方错误表态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
美方立即停止向暴力不法行为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发言人表示，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得到切实贯彻落实。港人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与
自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美方所谓香港自治受到“侵蚀”
的表态，是基于偏见的无端指责，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抹黑。

发言人强调， 近期香港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极端暴力行
为，严重冲击香港法治根基，严重威胁社会安全与秩序，践
踏“一国两制”的底线。我们再次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立
即停止向暴力不法行为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立即停止以任
何借口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敦促美方停止向暴力不法行为发出错误信号：

美方表态是基于偏见的无端指责

驳斥美英涉港言论：

绝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搞乱香港
� � � �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3日驳斥
英国、美国一些官员近日发表的涉港言论，表示香港是中国
的香港，中国政府绝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更
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搞乱香港。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香港记者问：英国中东事务大
臣形容近日香港发生的暴力场面令人无法接受， 呼吁港府
展开全面、独立的调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要求特区政府尊
重言论及集会自由。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对于近日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国务院
港澳办、 香港中联办和香港特区政府都已经作出明确回
应。”华春莹说。

针对美方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尊重言论和集会自由，华
春莹指出， 近日在香港发生的事情绝不是什么言论和集会
自由的问题，而是极端暴力违法行为的问题，直接冲击香港
法治根基，违反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严重挑战“一国两
制”的底线。“中央政府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有效施政，支持警
方依法严惩违法暴力行为，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

“从近期媒体披露的一些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在香港发
生的暴力事件有外国势力在背后操纵、策划、甚至组织实施
的迹象。”华春莹说，“美方能否向世界诚实地、明确地回答，
美方在近期香港事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到底意欲何为？
美方再没有自知之明，至少也应该清楚一点，那就是：香港
是中国的香港， 中国政府绝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香港
事务，更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搞乱香港。我们奉劝美方趁早
收回他们在香港伸出的黑手！”

针对英方官员言论，华春莹表示，香港回归以来，“一国
两制”顺利实施，香港市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英
方大谈香港的权利和自由，如果没有了安全和稳定，何来权
利和自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近日，香港各界人士发起‘守护香港’和平集会，谴责
反对派撕裂社会的暴力行径。 相信大多数香港市民对于极
少数激进分子违法暴力行为的危害和本质都有清醒的认
识，也都希望共同努力守护好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她说。

� � � � 7月23日的韩国光州，中国泳军“男
团”再度来袭！队长孙杨和想要做中国游
泳“扛把子”的徐嘉余，让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在这一天两度奏响！

这是孙杨在本届世锦赛上的第2
枚金牌， 来得却有些戏剧性———23日
晚的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第一个
触壁的立陶宛选手拉普赛斯因犯规被
取消成绩，原本排名第二的孙杨以1分
44秒93幸运卫冕。

身为中国游泳队队长的孙杨， 尽管

退出了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但依旧是
本届世锦赛的“劳模”———28岁的他参加
男子200米、400米和800米自由泳3个
中长距离项目的角逐。 而23日这天也是
孙杨“最艰难的一天”，因为他上午刚进
行了800米自由泳的预赛。“影响还是非
常大的，最后50米确实很累了，就想着咬
牙坚持下来。” 对于最终的反转夺冠，孙
杨认为也是实至名归。“如果我是第三，
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现在‘倍儿帅’！”23日晚，以52秒
43成功卫冕男子100米仰泳冠军后，徐嘉
余如释重负， 激动地说：“拿冠军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要知道，在100米仰泳项目今年10

个最好成绩中，徐嘉余一人就占了4个，
其中还包括两个世界最好成绩。在前一
天的半决赛中，他以52秒17的成绩打破
尘封了10年之久的世锦赛赛会纪录。

两年前的布达佩斯世锦赛， 这位浙
江小伙以0.04秒的微弱优势赢得男子
100米仰泳冠军，为中国男子仰泳实现世
锦赛金牌零的突破。

为了备战本届世锦赛， 徐嘉余跟随
恩师徐国义前往美国进行了近40天的
拉练。高强度的训练时常让他练到吐，体
重也从原来的80公斤掉到76公斤。

成功卫冕后，徐嘉余对着镜头，向因
病未能来到光州的徐指导说：“你的徒弟
是最棒的！蝉联了冠军哦，感谢你！”

中国泳军世锦赛再添两金

孙杨“反转” 徐嘉余“帅”

数说天下

� � � �不拘小节、 激情幽默的个性是约翰
逊吸引选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时常因
口无遮拦、在敏感问题上语言随意而受到
批评，同时他在很多问题上的表态摇摆不
定甚至前后矛盾，导致不少分析人士怀疑
他未来执政时会出现政策摇摆。

约翰逊被指出现过立场摇摆的问

题包括移民、气候、贸易等，而他对待欧
盟态度的多次变化也被批评为“机会主
义”和“实用主义”。

在对外关系上， 约翰逊与美国总
统特朗普私人关系甚好， 而且他支持
“无协议脱欧”的理由之一就是可以与
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分析人士认

为， 约翰逊上台后将继续寻求维护和
加强英美“特殊关系”。

不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伊
安·贝格表示，英美要走近，还需考虑
“后脱欧时代”英国与欧盟等多方的关
系。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约翰逊政府
在国际问题上不会对特雷莎·梅政府
的政策做出颠覆性改变。

（新华社伦敦7月23日电）

政策可能摇摆，或加强英美“特殊关系”

� � � �英国前外交大臣、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23日当
选执政党保守党党魁。在经过英女王批准后，他将接替此
前宣布辞职的特雷莎·梅成为英国新首相。

分析人士认为，约翰逊通过在“脱欧”问题上示强展现出领
导力是他胜选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上台后将使英国“硬脱欧”的
风险增大，同时可能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表现出政策摇摆。

� � � �不过英国国内对约翰逊即使无协
议也要按期“脱欧” 的主张反对声很
大。反对者认为，这样做无异于把英国
经济“推下悬崖”。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由于反对
约翰逊的上述主张，英国司法大臣戴维·

高克、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国际开
发大臣罗里·斯图尔特均已表示，如果约
翰逊出任英国首相他们就辞职。他们这
样做的原因是不想让新首相有机会解
雇“无协议脱欧”的最强硬反对者。同时，
英国议会下院18日投票通过一份修正

案，明确反对新首相绕过议会在英国未
能与欧盟达成一份新“脱欧”协议的情况
下强行推动“无协议脱欧”。

英国舆论认为， 约翰逊还未正式当
选就遭议会阻击和大臣辞职威胁， 预示
着他上台后将面临不小挑战。 已经有不
少人猜测， 目前就连约翰逊本人也不知
道英国应该怎么“脱欧”。

反对声音强烈，面临不小挑战

鲍里斯·约翰逊

将把英国引向何方

� � � �根据保守党的选举规则， 新党魁
由16万名党员通过邮寄选票方式在进
入最终角逐的约翰逊和现任外交大臣
杰里米·亨特之间选出。经过对此前近
一个月投票的统计，最终约翰逊以9.2
万余票支持的压倒性优势取胜。

“脱欧”是当前英国内政外交最大
的政策焦点，新党魁在“脱欧”问题上
的立场也是此次保守党党内选举最重
要的考量因素。

现年55岁的约翰逊是“脱欧派”领
袖，曾多次强调英国必须按期实现“脱
欧”，即使代价是“无协议脱欧”。舆论
认为，约翰逊在“脱欧”问题上立场鲜
明、 态度强硬， 凝聚了保守党内一批
“脱欧派”的支持，这是他胜选的重要
原因。

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原为今年
3月29日， 后因特雷莎·梅政府与欧盟
达成的“脱欧”协议在议会下院连续遭

否决， 英欧双方决定将这一期限延至
今年10月31日。

尽管约翰逊此前曾多次表示将与
欧盟就新的“脱欧”协议进行谈判，但欧
盟坚称不会重新谈判。欧盟委员会新任
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如果英国政府需要
更多时间说服议会，“脱欧”期限可以继
续推迟。分析人士认为，从目前情况分
析，英欧要在10月31日前谈出一份新的
“脱欧”协议难度很大。鉴于约翰逊坚持
按期“脱欧”的立场，英国“无协议脱欧”
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

压倒性优势取胜，“硬脱欧”风险加大

图为鲍里斯·约翰逊。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 � �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3日公开通报
2019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
检查、 审查调查情况。 2019年上半年，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
160.9万件次 ， 立案31.5万件 ， 处分
25.4万人， 包括省部级干部20人， 厅
局级干部0.2万人。

25.4万人

上半年纪检监察机关处分25.4万人
包括20名省部级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