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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将赴新加坡出席创新
经济论坛并对新加坡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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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11月2日电（记者谢卫群） 记者从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闻中心获悉，全球新闻界对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热切关注，已有 65 个国家及地区的
630家媒体的 4100名中外记者成为进口博览会的注册记

者，其中境外记者约 700名。新闻中心 11月 3日正式向
中外记者开放。

图为11月2日，媒体记者在进博会新闻中心二楼的
公共工作区体验。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进博会新闻中心向中外记者开放
65个国家及地区4100名记者报道进博会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优化
营商环境高级别国际研讨会 11 月 2
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致贺信。

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营商环境
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近年来，中
国大力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放
管服”改革，在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

作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
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中国
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创新力度，对
内外资企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一
视同仁、公平竞争的政策，加快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
环境，让中国继续成为中外企业投资
发展、合作共赢的热土。

李克强指出，中方期待同世界
银行等国际组织进一步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希望与会嘉
宾围绕此次研讨会主题深入探讨，
为促进全球开放合作、为各国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贡献智慧。

研讨会由财政部、北京市政府
与世界银行共同主办。

李克强信贺优化营商
环境高级别国际研讨会

本报北京11月2日电（记者王
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 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多米尼加总统梅迪纳。

李克强表示，今年 5 月，中多
正式建交，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篇章。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
全面规划两国关系发展蓝图。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多建交的政治基
础，中方愿同多方相向而行，推动
中多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

本报北京11月2日电（记者王
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 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萨尔瓦多总统桑切斯。

李克强表示，中萨建交是两国
关系史上的大事，不仅有利于两国
人民的福祉，也有利于中国同中美
洲国家交往的扩大。昨天，习近平
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了富有成果的
会谈，规划了两国关系未来发展。中
方重视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承
诺，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萨方发展
战略相对接，增进政治互信，扩大务
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稳步前行。

本报北京11月2日电（记者王
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 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克罗地亚总理普
连科维奇。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克关系
发展势头良好，两国政治互信牢
固，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人文
交流活跃。中方愿同克方一道，加
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
务实合作，扩大利益交融，推动中
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
展。中方支持两国企业发挥互补优
势，加强港口、铁路基础设施建设
和船舶制造等合作。进一步密切人
文、旅游、体育等合作，便利双方
人员往来。

李克强分别会见多米尼加总统、
萨尔瓦多总统、克罗地亚总理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
伍岳）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
书 2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萨尔瓦多
总统桑切斯。

栗战书表示，萨尔瓦多作出政
治决断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符
合国际大义和世界大势，也符合
萨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

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共同引领
下，筑牢政治基础，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加强合作，造福两国人
民。中国全国人大愿与萨各界加强
交流，增进了解，推动形成支持中
萨友好的广泛社会共识。

桑切斯表示，我这次访华，亲
身体会到中国人民对萨尔瓦多朋友

加兄弟般的友好情谊。我同习近平
主席谈得很好，达成了许多共识和
成果，加深了双方坚定推动萨中关
系发展的共同意愿。萨方将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积极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同中方加强包括立法机构在
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

王东明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日宣布：11月5日至7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应邀赴新加坡出席
2018年创新经济论坛并对新加坡进行访问。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日宣布：11月5日至7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应邀赴新加坡出席
2018年创新经济论坛并对新加坡进行访问。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
白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 2 日在京会见出席
2018“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的
主要外方代表。

黄坤明表示，5年前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全世界发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已经由理念变为行动、
由愿景化为现实，取得了丰硕成
果。希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不

断深化交流合作，传播“一带一
路”好声音，汇聚合作共赢正能量。

外方代表说，“一带一路”倡议取
得的成就令人赞赏。愿加强媒体间合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栗战书会见萨尔瓦多总统

黄坤明会见“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外方代表

11月2日，中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乘坐“雪龙”号船离开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前往南极执
行科学考察任务。中铁建工集团选派22名工作人员随“雪龙”号赴南极承担中国南极中山站和罗斯海新站临时
设施的建设任务，这是中铁建工第16次出征南极。 梁 秦 付 涛摄影报道

““雪龙雪龙””再征南极再征南极

天山脚下的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安
居乐社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贫困家庭较
多的社区。近年来，社区倾心做好服务管
理，居民互帮互助、安有所居、乐有所业，
安居乐社区也被评为“民族团结大院”，涌现
出不少温暖人心的故事。

安居乐社区位于城东苇湖梁煤矿区旁，
生活着多个民族的326户居民，辖区内退休职
工多、贫困家庭多、流动人口多。

40 岁的居民买热穆妮赛刚刚“大采购”
回来，双手袋子里提着新鞋、烧水壶、新鲜
蔬菜和羊肉。说起社区，她最感谢的是夜校
学习班。去年年初，社区邀请专业老师，为
煤矿退休职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或文化水
平低的居民，免费举办夜校学习班，内容以
学普通话、学技能、学法律、学政策为主，
居民自愿参加。

像买热穆妮赛一样在家待业的许多女性
报名来夜校，学习普通话和文化知识，参加
手工艺制作、服装制作、插画设计等技能培
训。一年多后，买热穆妮赛凭借学到的技
能，找了份离家近、收入稳定的工作，幸福
的笑容从此常常挂在脸上。

安居乐社区工作人员王涛介绍，夜校开
设不同内容的 4 个班，累计培训 2500 人。经
过系统学习法律、政策，居民法律意识明显
增强。安居乐社区连续4年治安刑事案件发生
率为零，成为名副其实的平安社区。

社区主街宽阔的沥青路崭新整洁，路边
休息凳、果皮箱、健身器材等配备齐全。每

到夏天，路边枝繁叶茂的树下，坐满了乘凉避
暑的人，幼童嬉戏其间，人们吃着西瓜载歌载
舞，好不热闹。

“过去我们一家住在山上自建平房里，一到
冬天只能烧小煤炉，走到哪儿都是煤灰，房顶
也年久失修，遇到风雪天气特别担心，门前巷
子又黑又破，道路坑坑洼洼。”63岁的居民阿不
都热希提·买买提说，“现在住上了宽敞舒适的新
房，黑巷子也变亮了，真是赶上了好时候。”

阿不都热希提一家三口，今年从自建房搬
下来住进新楼房，享受到了现代化的便利生
活。这得益于政府 2015年实施的棚户区改造及
燃煤锅炉改造工程，辖区内300余户自建房居民
全部住进了富民安居房。

翻修路面、安装路灯、疏通下水管道、修
建楼梯扶手……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让
居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一支“民族团结帮扶志愿者服务队”活跃
在 安 居 乐 社 区 ， 包 括 汉 族 、 维 吾 尔 族 、 回
族、哈萨克族等 113 名志愿者主动为社区增添

“温暖”。
“社区团结氛围特别浓，我们生活在一起，

就像一家人。”阿不都热希提说，今年“古尔
邦”节期间，他们一家人主动邀请新结的“亲
戚”和社区工作人员到新搬迁的家里吃饭。

2016 年，新疆启动“民族团结一家亲”活
动，110多万各级干部职工、援疆干部与 160多
万群众结对认亲，定期走访互动，真诚扶贫帮
困，亲戚越走越亲，感情越走越近。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1月2日电 记者高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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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 11 月 2 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促
进就业的针对性措施；决定延长
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缴费费率政
策执行期限；听取国务院第五次
大督查情况汇报，激励担当作为
狠抓政策见效。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国就业
形势总体稳定，前三季度城镇新增
就业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当前国
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就业压力仍然
较大。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推出更加
积极的政策。一是对符合条件的努
力稳定就业的参保企业，可通过减
费方式，返还企业及其职工缴纳的
50%失业保险费。二是支持创业带
动就业。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鼓

励创业担保贷款等促进创业就业。
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
的主力军，各项支持创业就业政策
要重点向它们倾斜。三是支持参加
技能培训。明年1月1日起，将就业
见习补贴范围由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扩展至 16－24岁失业青年；职
工申领技术技能提升补贴条件，由
参加失业保险3年以上放宽至1年以
上。支持失业人员参加各类技能培
训，对参训合格人员给予培训补
贴，对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
家庭成员在培训期间再给予生活费
补贴。四是对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
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其个人应缴
纳的基本医疗保险等费用从失业保
险基金中列支。对符合条件的生活
困难失业人员给予临时生活补助、
临时救助或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五

是各地要把做好就业工作放在更加
突出位置，因地制宜，多措并举促
进就业。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努力稳定就业岗位。

为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扩大就
业，会议决定，对用人单位和职工
失业保险缴费比例总和从3%阶段性
降至 1%的现行政策，明年 4 月底到
期后继续延续实施。

会议指出，围绕党中央、国务
院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国务院开展
了第五次大督查，覆盖全国各地区
和国务院主要部门。这次督查创新
方式、成效明显，明察暗访结合，
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全程参与，对发现的政策落实不到
位不协调、制度不健全、不作为乱
作为等问题加强曝光，严厉问责。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进一步促进就业的针对性措施；决定延长阶段性

降低失业保险缴费费率政策执行期限；听取国务院第五次
大督查情况汇报，激励担当作为狠抓政策见效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
者朱基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 2 日出席深化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动
员部署会并讲话。赵乐际强调，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深化中央纪
委 国 家 监 委 派 驻 机 构 改 革 的 意
见》，完善体制机制，强化监督职
能，努力实现新时代派驻监督工作
高质量发展。

赵乐际指出，派驻监督是具有
中国特色的监督机制，是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深化派驻机

构改革，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
持和加强党对派驻机构的全面领
导，准确把握政治监督职能定位，
督促被监督单位党组织担负起管党
治党政治责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赵乐际在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上强调

着力提高派驻监督全覆盖质量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
者王卓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
委员会主席韩正2日在北京出席国合
会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讲话。本次年
会以“创新引领绿色新时代”为主题。

韩正表示，中国高度重视生态环
境保护。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生态文明

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谋划开展一系
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决向污
染宣战，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推动中国
生态环境保护从实践到认识发生了
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韩正表示，中国政府将一如既
往支持国合会发展和壮大，支持国
合会发展成为全球包容、开放合
作、互惠发展的新型环境与发展国
际合作平台。希望各位委员和各位
专家畅所欲言、相互交流，为推进
中国环境与发展事业建言献策，为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清洁美
丽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韩正出席国合会年会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