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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19日电（记者李伟红） 国家主席习近平
19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立中玻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玻关
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玻建交 33年来，两国关系持续稳定
发展，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赞赏玻方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动
深化中拉关系。我们愿同玻方一道，以两国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为重要契机，不断深化各领域交流和合作，推动
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开辟新前景。

习近平强调，中玻要做政治互信的友好伙伴，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加强
各领域各层级往来。要做务实合作的发展伙伴，在“一
带一路”框架内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同打造投资、贸

易、服务并举的合作新模式。中方对进口更多的玻利维
亚特色农牧产品持开放态度。中玻都是文明古国，要做
文明互鉴的亲近伙伴，探讨利用先人智慧更好应对当今
问题。要做多边协作的战略伙伴，继续就联合国事务及
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紧密协调立场，
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共同建设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携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莫拉莱斯表示，玻利维亚人民对中国深怀好感，钦
佩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成就，高度评价中国为世界和平与

发展、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国支
持和帮助玻利维亚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附加政治条件，玻
利维亚高度信任中国，愿意密切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
系，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深化
拉中合作关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作出更大
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拉合作的实质是南南合作，体现为
相互帮助、相互支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方一贯
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原则基础上推进同拉美国家合
作，“一带一路”为中拉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中方愿同

玻方共同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持续稳步发展。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共同见证了共建“一带一路”等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莫拉莱斯举行
欢迎仪式。杨洁篪、张春贤、王毅、何立峰、何维等参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关于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见海外网，链接为http://news.
haiwainet.cn/n/2018/0619/c3541083-313373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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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19日电 （记者李
伟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9 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
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李克强表示，中玻关系近年来
取得长足发展。今天上午，习近平
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富有成果的会
谈，共同宣布建立中玻战略伙伴关
系，将两国关系推上新的发展阶
段。中方愿本着平等相待、互利共

赢的原则，同玻方巩固政治互信，
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
更大的发展。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玻方抓
住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机遇，推动经
贸、旅游、人文合作，增加进口玻
方有竞争力、高质量的产品。加强
产能合作，深化资源开发利用，推
动玻工业化进程。中玻合作是南南
合作的组成部分，中方愿同包括玻

方在内的拉美国家一道，维护发展
中国家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
稳定与发展。

莫拉莱斯表示，玻中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水
平。此访期间，两国签署了投资、
经贸等领域多项合作协议，相信将
会有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玻方作
为明年拉共体轮值主席国，愿积极
促进拉共体同中方的合作。

李克强会见玻利维亚总统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记

者谭晶晶）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 19日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
了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希腊议
长武齐斯。

在会见莫拉莱斯时，栗战书首先
介绍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栗战书表示，习近平主席
与总统先生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

共同将中玻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
系，引领中玻关系进入新时代。双方
要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发挥各自优势，密切高层往来，加强
务实合作，在彼此重大关切问题上相
互理解支持。两国立法机构要加强友
好往来，为双方发展与合作提供制度、
法律保障和社会基础，把中玻关系打
造成中拉关系、南南合作的典范。

在会见武齐斯时，栗战书表
示，中希两国具有深厚传统友谊。
在习近平主席和希方领导人共同引
领下，双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
龙头，全方位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希腊议会加
强交流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
营造良好法律和社会环境，推动中
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栗战书分别会见玻总统、希议长

据新华社北京6月 19日电 （记
者崔文毅）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19 日
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希腊议长武齐
斯。

王岐山表示，中国和希腊是传

统友好国家，两国人民相互怀有深
厚的感情。双方相互理解尊重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战略互信不
断巩固。中方高度重视中希关系，
愿同希方继续携手努力，加强各层

级交往，扩大在“一带一路”框架
内的务实合作，密切文化、体育、
旅游等人文交流，推动中希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王岐山会见希腊议长

据新华社内罗毕 6 月 19 日电
（记者李生江、白洁） 应肯尼亚国民
议会议长穆图里邀请，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 16 日至 19 日对肯尼亚进行正式
友好访问，分别会见总统肯雅塔、参
议长卢萨卡，并同国民议会议长穆图

里举行会谈。
会见肯雅塔时，汪洋说，今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宣布引领
新时代中非合作的新举措，促进中非
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
展，欢迎总统阁下出席，共襄中非友

好盛举。
访问期间，汪洋参观了肯尼亚马拉

姆巴茶园，考察了中肯合作建设的肯尼
亚首条现代化铁路蒙内铁路和首个中
非联合研究中心，并分别同在肯中资企
业代表和中央媒体驻肯机构代表座谈。

汪洋对肯尼亚进行正式访问
本报北京6月19日电（记者孙

懿）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
会议 1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
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电子商
务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三
审稿进一步明确了电子商务经营者
的范围，增加了个人从事零星小额
交易活动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等规定，对定向推送、搭售商品、
押金退还、格式合同等作出规范，
明确禁止电子商务经营者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限制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平台上开
展经营活动的行为，进一步明确和
细化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
的责任。

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推进个
人所得税改革，逐步建立综合与分
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国务院
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个人所得税法
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
托，财政部部长刘昆作了说明。修
正案草案完善有关纳税人的规定，
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

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拟将综合所得
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每月 5000
元，设立专项附加扣除，并增加反
避税条款。

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
律委副主任委员沈春耀作的关于人
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人民检察
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
报。两个修订草案经过初次审议后
征求了社会公众意见，宪法法律委
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
各方面意见，对修订草案进行了逐
条审议，作出了进一步修改。

栗战书主持人大常委会会议

初次审议个税法修正案草案等

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 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就美白宫6月18
日声明发表谈话。发言
人说，美方在推出 500
亿美元征税清单之后，又变本加厉，
威胁将制定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这
种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背离双方
多次磋商共识，也令国际社会十分失
望。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
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

发言人指出，美方发起贸易战，
违背市场规律，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
潮流，伤害中美两国人民和企业利

益，伤害全世界人民利
益。中方的应对既是为
了维护和捍卫国家和人
民利益，也是维护和捍
卫自由贸易体制，维护

和捍卫人类共同利益。无论外界环境
如何变化，中方都将按照既定节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推进改革开
放，坚定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
建设现代经济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 （记
者闫子敏） 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 19 日
表示，美方置双方
已经形成的共识于不顾，再度挑起
贸易战，其做法已失信于世人，伤
害中美两国人民和企业利益，伤害
全世界人民利益，中方奉劝美方回
归理性，停止损人不利己的言行。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6 月 18 日，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
讲话，指责中方在经贸问题上的政
策，称美方将采取强硬手段应对。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美方有关言论颠倒黑
白，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其目的
是为了掩盖自身的单边主义和保护

主义做法。近日，
美方置双方已经形
成的共识于不顾，
反复无常，再度挑
起贸易战，其做法

已失信于世人，伤害中美两国人民
和企业利益，伤害全世界人民利益。

耿爽表示，中方不想打贸易
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将继续采
取有效举措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人
民利益，坚决捍卫经济全球化和多
边贸易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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