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0月9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重新开放
因示威抗议活动一度关闭的共和国大桥和
解放广场。这是10月9日在伊拉克巴格达拍
摄的共和国大桥。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日前，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6起涉黑腐败和“保护
伞”典型案例。这6起典型案例是：

辽宁省丹东市原副市长刘胜军、 丹东市
政协原副主席杨乃文、 凤城市委原书记高峻，
为宋琦、宋鹏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

浙江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阮文
广、杭州市公安局党委原副书记朱伟静等人为
虞关荣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

湖南省益阳市委原副秘书长邓宗祥等
人为夏顺安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及有关
职能部门失职失责问题。

江苏省沛县原副县长、公安局长曹为民

为张光明等多个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
题。

广东省清远市水务局水政监察支队原
支队长李耀斌、尹冬清为陈志辉、陈献金涉
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

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原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含富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及背后的“保护伞”问
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强调，要
持续加大查处力度，紧盯黑恶势力渗透基层
政权，紧盯黑恶势力涉及重点行业领域的违
规经营活动，深挖彻查。

中纪委公开曝光六起涉黑腐败和
“保护伞”典型案例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日前，国务院印
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
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建立
更加均衡合理的分担机制， 稳步推进健全地
方税体系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
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为减税降费
政策落实创造条件， 确保让企业和人民群众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方案》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
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进一步稳
定社会预期， 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
业，鼓励地方在经济发展中培育和拓展税源。
二是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建
立增值税留抵退税长效机制， 并保持中央与
地方“五五”分担比例不变。三是后移消费税
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 按照健全地方税
体系改革要求，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
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
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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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9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所罗门群岛
总理索加瓦雷。

习近平指出，不久前，中所两国在一个中
国原则基础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这是顺应
时代潮流、造福两国人民的好事。你这次访华
具有里程碑意义。 所罗门群岛虽然刚同中国
建交，但友好不分先后，只要开展起来，就会
有光明的前景。我们愿同所方一道努力，抓住
两国建交的历史契机，相互信任、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积极拓展各领域合作交流， 开好
局，起好步，共同开辟两国关系发展的美好未
来。

习近平指出， 所罗门群岛位于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南向延伸地带，两国要以签署“一
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为契机，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扩大合作，助力提升所方民生水平和自主
可持续发展能力。建交后，所罗门群岛成为中
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 这为两国人员往
来、地方交流和旅游合作带来巨大机遇。中方

欢迎所方加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合作的大家
庭，愿同所方在联合国、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多
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和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等
挑战，维护好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索加瓦雷表示，所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选择站在历史正确
一边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边， 这是所方作
出的庄严和坚定的政治承诺。 所方愿与中方
积极开展贸易、投资、农渔业、旅游业等各领
域合作，共创所中关系新的未来。

习近平会见所罗门群岛总理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9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
兰·汗。

习近平强调，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独一无
二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无论国际和地区
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坚如
磐石，中巴合作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不断拓
展深化。 中方始终将巴基斯坦置于中国外交
优先方向， 在涉及巴基斯坦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的问题上将继续坚定支持巴方， 愿同巴
方一道努力，加强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打造
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们举行了一系列盛大庆典， 这也是一次爱
国主义的集中教育。 近14亿中国人民人心空

前凝聚，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更坚定了我们排
除一切艰难险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信
心和决心。 巴基斯坦朋友曾在中国困难的时
候提供了无私帮助，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真
诚希望帮助巴方更好发展。 双方要保持密切
高层往来和更紧密的战略沟通， 及时就重大
问题协调立场。 要高标准推进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建设好、运营好现有能源、交通基础设
施、产业园区和民生项目，把走廊打造成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工程。中方高度赞
赏并坚定支持巴方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中
巴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等多
边机制的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伊姆兰·汗表示，中国取得了非凡的发展

成就，作为中国的铁杆朋友，巴基斯坦由衷感
到高兴。巴方感谢中国总是坚持原则、主持公
道， 坚定支持和无私帮助巴基斯坦。 事实证
明，中国是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巴
中友谊深入人心。 巴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
交往、协调、合作，坚定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成功典范。巴方将继
续坚定推进反恐行动，维护安全和稳定。

伊姆兰·汗介绍了巴方对当前克什米尔
局势的看法，呼吁尽力避免事态恶化，防止局
势失控， 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方所持
的公正客观立场。习近平表示，中方关注克什
米尔局势，有关事态的是非曲直是清楚的，中
方支持巴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希望当事方
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国务院印发《方案》

推进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9日表示， 美方在涉疆问题上的伎俩丝
毫动摇不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 维护社会发展稳定的坚定意志， 完
全是徒劳的。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继美
商务部宣布以所谓涉疆人权问题为由对28
个中国实体实施出口限制之后， 美国务院
宣布将对“拘留” 或“虐待” 新疆穆斯林
少数民族群体负有责任的中国党政官员及
其家属实施签证限制。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 中方已就美方以所谓涉疆人
权问题为借口将28个中国实体列入美国出
口管制实体清单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并
表明严正立场。 我愿再次强调， 新疆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国家无权干涉。 新疆
也根本不存在美方指称的所谓人权问题。
无论美方以何种借口在涉疆问题上对中方
实体和人员实施何种限制， 都严重违反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中
方都坚决反对。

耿爽说， 必须指出， 新疆采取的反恐
和去极端化举措， 目的是从源头上预防极
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 完全符合中国
法律， 也符合国际实践。 这些举措受到
2500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 也为国
际反恐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美方罔顾事
实， 围绕涉疆问题对中国大肆诬蔑抹黑，
为干涉中国内政蓄意制造借口， 干扰新疆
反恐努力， 阻挠中国稳定发展， 只会让中
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进一步认清他们的险恶
用心。 这些伎俩丝毫动摇不了中国政府和
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维护社会发展稳
定的坚定意志， 完全是徒劳的。

耿爽说， 我们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撤销有关决定，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
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力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
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外交部：

美方在涉疆问题上的伎俩是徒劳的

伊拉克首都主要地标
重新开放

� � � �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
育工作座谈会。 重启关闭10年之久高考之
门的序幕，就在这次会议上拉开了。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教育部制定了《关
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当年
10月， 这一意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
通过，并得到国务院批准。10月22日，《人民
日报》刊登报道，向全国人民正式公布恢复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977年冬天，570万年龄参差不齐的青
年走进了高考考场。这次考试规模之大，不仅
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最高纪录， 亦堪称世
界之最。1978年春天，27.3万名高考制度恢
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踏进了大学校园。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严格考试， 实现公
平竞争，择优录取。录取工作重在本人表现，
上大学可以不受家庭问题的牵连。 新制度
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中国重新开启
高考之门，预示着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时代的来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重启高考之门

———新中国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