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到
2008年演化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
机。 国际金融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从2008年第三
季度以来，中国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增
速放缓，就业压力加大。

面对严峻局面， 从2008年6月开
始，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及时调

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提出实行积极
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迅速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十项措施，
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到2009年上
半年， 逐步形成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的“一揽子计划”。

中国政府还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
郑重承诺， 继续参与维护国际金融稳

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支
持国际金融组织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
化增加融资能力， 与国际社会一道通
力合作、共克时艰。

经过努力， 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
积极变化，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增多，
总体形势企稳向好。主要表现在：投资
增速持续加快，消费稳定较快增长，国
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
强； 农业生产形势良好， 夏粮再获丰
收；工业增速稳中趋升，结构调整和节
能减排取得新进展， 区域协调发展呈
现新态势；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市场预
期继续向好，社会信心进一步提升；城
镇就业继续增加；灾后重建加快推进。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美国称犹太人定居点“不再违法”
巴勒斯坦等方表示反对和谴责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8日表
示， 美国政府不再视以色列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
点“不符合国际法”。巴勒斯坦、约旦对此言论表示反对和谴
责，认为美国无权使以色列定居点合法化。

针对蓬佩奥这一言论，巴勒斯坦方面表示反对和谴责，
认为该言论对国际法体系构成威胁。 约旦外交与侨务大臣
萨法迪18日表示， 美国改变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
政策认定，并不能改变定居点本身的非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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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8月31日
以来， 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出台17条政
策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各地也积极行动
起来，目前，记者统计发现，已经有24个
省份相继发布了促进生猪生产的有关措
施（含征求意见稿）。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各省区市出台的政策措施中均提出

支持动物防疫、 粪污处理、 养殖环境控
制、自动饲喂等基础设施建设。福建省还
提出， 加快构建生猪主产区与主销区有
效对接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实现
从“运猪”向“运肉”转变，从热鲜肉向冰
鲜肉转变。

养殖用地不需审批
四川、云南、江苏、湖南等省允许生

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 按农用地
管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允许
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 作为养殖
用途不需耕地占补平衡。

明确补贴补助
多地出台了明确的补贴补助措施。

如浙江对新建（扩建）的万头以上规模猪
场，按照每出栏万头给予100万元的补助
奖励； 河南对每个洗消中心建设给予30
万元补贴， 对从国外引进种猪每头补贴
3000元。

提高生猪保险保额
河北、 天津等省市均提高生猪保险

保额， 将能繁母猪保额从1000元增加至
1500元、育肥猪保额从500元增加至800
元，扩大育肥猪保险规模，进一步增强生
猪养殖风险抵御能力。

出台抵押贷款福利政策
目前辽宁、河南、广东开展土地经营

权、 养殖圈舍、 大型养殖机械抵押贷款试
点。浙江省已在衢州、金华开展以生猪为代
表的活体抵押贷款模式。 辽宁省安排贷款
贴息资金4133万元，组织各市对去年8月1

日至今年7月31日期间有流动资金贷款的
种猪场和规模猪场开展贷款贴息工作。

支持异地重建
贵州对2020年底前新建和改扩建的

种猪场、规模猪场（户），以及禁养区内规
模猪场（户）异地重建等，给予一次性补
助，金额从50万元到500万元不等。湖南
提出， 对禁养区内关停需搬迁的规模化
养殖场户，要优先支持异地重建，对符合
环保要求的畜禽养殖建设项目， 加快环
评审批，2020年底前环评审批时间由原
法定时限压缩一半。

纳入绿色通道
运输是保障猪肉品质的重要一环。安

徽省将仔猪及冷鲜猪肉纳入鲜活农产品运
输“绿色通道”政策范围。2020年6月30日
前， 对整车合法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车
辆，免收车辆通行费。广西从2019年9月1
日起， 对整车合法运输仔猪及冷鲜猪肉的
车辆， 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政策。同时，在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
6月30日期间， 对整车合法运输种猪及冷
冻猪肉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

出台疫病防控实施意见
多地针对疫病防控出台了实施意

见。黑龙江提出完善疫病防控体系建设，
坚决做好养殖业污染防控， 依法依规划
定禁养限养区，加强市场监测，做好政府
和企业猪肉储备。四川要求围绕“人员、
车辆、生猪、肉品、饲料”等重点环节，推
动生猪养殖企业全面落实动物防疫主体
责任，增强防疫意识。

规范废弃物处理
云南要求将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的

废弃物处理、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装备等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
实行应补尽补。

随着各地恢复生猪生产的相关政策
措施逐步落实落地， 人们相信生猪产能
会逐步恢复，百姓的餐桌更有保障。

各地出台政策促生猪生产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133 5 5 9 3 5 5 3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17496759.5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309 3 5 4
排列 5 19309 3 5 4 1 1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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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务部第三次推迟
部分对华为的交易禁令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8日电 美国商务部18日决定将一
项“临时通用许可”延长90天，第三次推迟针对华为及其附属公
司现有在美产品和服务所实施的交易禁令，以避免禁令对美国
消费者造成不利影响。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获得“临时
通用许可”的美国企业可在未来90天内向华为及其非美国附属
公司出口、再出口和转让“特定”和“有限的”产品或技术。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当地时
间18日在中国广州举行的“CNBC东西方科技”大会上，华
为公司董事长梁华表示，美国管制清单是否延期，不会对
华为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

外交部：

美方“横行自由”
才是南海局势紧张根源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针对美防长所称中国在南
海的活动对他国构成威胁，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9日表示，
美方在南海的“横行自由”才是南海局势紧张的根源，美方
挑拨域内各国关系，才是对南海和平稳定的威胁。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南海问题上煽风点火，挑拨离
间，目的就是要搞乱南海局势，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地区国
家对此早已看得清清楚楚。”耿爽说。

他表示，当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
总体稳定向好，南海的航行自由没有任何问题，美方打着“自
由航行”的旗号频繁派舰机到南海地区生事，不是闯入他国领
海进行挑衅，就是搞联合军演“秀肌肉”，唯恐天下不乱。

“我们奉劝美方正视当前地区局势积极向好的态势，
尊重和支持地区国家维护地区稳定的努力，停止不具建设
性、不负责任、不得人心的做法，不要再做地区和平稳定与
互利合作的干扰者、破坏者、搅局者。”他说。

———新中国峥嵘岁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勇克时艰

�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8日电 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18日宣布延缓下级法
院近期的一项裁决生效， 此举致使国
会暂时无法获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
人财务记录。

这一决定是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
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宣布的。 上个月，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做出

一项裁决， 该裁决认为众议院监督与
改革委员会可以通过传票从纽约市一
家会计师事务所获取特朗普2011年至
2018年的财务记录。 特朗普律师团队
上周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要求至少
将这项裁决冻结， 称国会传唤现任总
统个人财务记录以及法院支持国会这
样做是错误的。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8日电 美国
总统特朗普18日说， 他将考虑就国会众
议院针对他的弹劾调查提供证词。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美
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民主党人佩洛西日
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的表态。 佩洛
西在采访中说， 如果特朗普有能为他自
己脱罪的信息，我们期待看到，他可以到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亲自陈述或提交书面
证词。

特朗普对此表示， 尽管不想为这一
“缺乏正当程序的骗局” 增加可信度，但
他将会“强烈考虑”佩洛西的提议。

美最高法发布延缓令

国会暂无法获取特朗普财务记录
特朗普：将考虑就弹劾调查提供证词

� � � � 11月19日，CBA常规赛第七轮的一
场焦点比赛中， 广东队凭借最后一节的
出色表现，在主场以128比127逆转取胜
单外援出战的新疆队， 送给对手赛季首
败。本轮战罢，两队战绩均为6胜1负，广
东队凭借胜负关系暂列积分榜首位。图
为广东队球员易建联（右） 在比赛中进
攻。 新华社发

榜首大战
广东险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