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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5日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7月1日至2日
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其

间，李克强总理将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
辞，会见论坛主席施瓦布和与会的外方领导人，
并同工商、金融、智库、媒体界人士对话交流。

本届论坛主题为“领导力4.0：全球化新时代
的成功之道”。来自 100多个国家的 1900余名政、
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李克强将出席第十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李克强将出席第十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本报北京6月25日电（记者赵成）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25日
在北京会见由党的总书记桑切斯率领的哥伦比亚
自由党干部考察团。

栗战书表示，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近

年来中哥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栗战书介绍了中
国新型政党制度。他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创造，具有
巨大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做任
何决策都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能够有效保证执政党
通过法定程序对国家进行有效领导和治理。中
国全国人大愿同贵国议会一起为两国关系发展
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郑明达） 国
家副主席王岐山25日在中南海紫光阁集体会见出
席巴库国际论坛北京高级别会议的外方代表。

王岐山表示，看清来路才能理解现实、认清

方向。世界许多民族和国家都经历过苦难辉煌，
不同文明在相互交流、继承发展中共同构成人类
文明。有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的梦想，就是实
现伟大复兴，重现历史辉煌。中国发展与世界发

展紧密相连，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与全球化过
程中发展不平衡有关。我们立足于做好自己的
事，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以自身发展造福世界。

栗战书会见哥伦比亚自由党干部考察团

王岐山会见出席巴库论坛北京会议外方代表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6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
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

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双方
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的指示，就经贸
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
沟通。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委员长会
议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鹰向会议作了关于新增人事任免事项

的汇报。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人事任免事项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

栗战书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
听取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

本报北京6月25电（记者孙懿） 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6 月 25 日上午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
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疫苗管理法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草案三审稿完善了疫苗委托生产的条件和
审批、有关信息公开等规定，明确了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的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规定了传染病暴
发、流行时的应急保障措施，加大了对疫苗违法

行为的惩处力度。宪法法律委认为，草案经过修
改，已经比较成熟，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
议通过。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
春耀分别作的关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民法
典继承编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
可明作的关于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
正案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

审议森林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社区矫正法

草案的议案。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密码法草案的

议案。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
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栗战书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继续审议疫苗管理法草案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继承编草案等

首次审议社区矫正法草案、密码法草案等 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成功

6 月 25 日，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毕业生们拍摄毕业照
的日子。其中，有一群特殊的毕业生——北京体育大学
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

一周前的 6 月 1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这个班全体学生回信，对他们提
出勉励和期望，并向北体大全体师生和正积极备战奥运
等赛事的运动员、教练员致以诚挚问候。现在，“使命在
肩，奋斗有我”已成为校园里高频出现的一句话。

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曹卫东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我们把学习总书记回信精神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教育活动紧密结合，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紧密结合，与“祖国在我心
中”主题教育活动紧密结合，继续努力、向社会传递更
多正能量，成为大家的心声。

“没想到总书记这么快就给我们回信了！”回忆起一
周前的场景，北京体育大学 2016 级研究生冠军班学生、
2013年女子摔跤世界杯冠军周张婷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
心情。她告诉记者，2016 级研究生冠军班共有 24 名同
学，其中奥运冠军 8 名、世界冠军 14 名、冠军教练 2
名，大家很早就有跟总书记汇报学习、生活和训练情况
的想法，便采用了写信这种方式。“总书记日理万机，
还关注体育赛事，我真的很感动。”浙江柔道队教练金
淑娇说。

中国首位奥运冠军、改革先锋称号和奖章获得者许
海峰，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李玲蔚，乒
乓球“大满贯”得主张怡宁，体操项目奥运“五金”得
主邹凯……这些星光熠熠的名字，都是冠军班的优秀校
友。创办于2003年的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已走过
十多个年头。冠军班主要招收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以及
冠军教练免试攻读研究生，截至目前，冠军班已招收了
391名研究生。

乒乓球世界冠军牛剑锋曾是 2006级冠军班学生，如
今，她已经是北京体育大学乒乓球教研室的一名副教
授。她告诉记者：“总书记的回信激励人心！以前当运动
员，为国家增光是一种使命，现在留校任教，培养好学
生、传授好经验，也是使命。”

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院长、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
班主任蔡有志表示，下一步，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将
以总书记回信精神为指引，继续巩固办学成果，把研究
生冠军班办好，把人才培养质量抓好，为实现体育强国
和健康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6月 25日，国务
院召开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
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会议。

李克强说，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改革之举，对近
几年扩大就业、壮大新动能、经济稳中向好起到
了重要支撑作用。当前国际环境深刻变化，要办
好自己的事、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必须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
放，把“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促进

“六稳”的重要举措，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
强竞争力、释放国内市场巨大潜力，顶住下行压
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促进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
市场化就要破除不合理体制机制障碍，更大激
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法治化就要做到规
则公开透明、监管公平公正、依法保护各类所
有制企业合法权益。国际化就要持续扩大开
放，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促进提高
国际竞争力。政府管理和服务要行“简约”之
道，程序、要件等都要删繁就简、便民利企。
一是推动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大力缩减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今年要把工业生产许可证种类
再压减一半以上，中央层面再取消下放 50 项以
上行政许可。整治各类变相审批。深化“证照
分离”改革，企业注册开办时间减到 5 个工作
日以内。抓好工程建设审批制度改革。协同推
进“放管服”改革和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形成

优化营商环境合力。二是健全制度化监管规
则，规范行政执法，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
促进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推进“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和信用监管、重点监管等结合，推行

“互联网+监管”，健全与新兴产业相适应的包容
审慎监管方式，对疫苗、药品、特种设备、危险
化学品等实行全覆盖严监管。推进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和承诺制。三是优化政府服务。打造全国政
务服务“一张网”，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一网通
办”、异地可办。水、气、暖等公用事业要大力
推行 APP （应用程序） 办事、移动支付等。大
幅压减办电时间。着眼民生需要，发挥社区和
社会力量作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发展家
政、养老、托幼和“互联网+教育、医疗”等服
务，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拓展内需市场。同
时，抓紧研究制定优化营商环境的法规规则。

6月28日至29日，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
会将在日本大阪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
出席峰会四个阶段全体会议，参加关于世界
经济和贸易、数字经济、包容和可持续发
展、基础设施、气候、能源、环境等议题的
讨论。

《日本经济新闻》 称，这将是 2013年就任
中国国家主席后，习近平首次到访日本。据日
媒报道，日中两国领导人预计将在27日举行双
边会晤，日方希望通过会谈确保两国关系保持
继续改善的良好势头。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多名日本华侨华
人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于习近平主席到访的热
切期待。

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刘洪友表示，
习近平主席出席大阪峰会，将推动全球政治、
经济发展步入有序轨道，也将推动中日两国关

系进一步发展，这将让在日华侨华人真正感受
到中国的强大、责任和智慧，使他们提振信
心，拥抱更多发展机遇。

“我们生活在日本中部地区的华侨华人热
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日本并出席大阪峰
会。”日本名古屋华助中心主任郑兴介绍，部
分名古屋的华侨华人将赴大阪参加欢迎活动，
名古屋华助中心也将在6月30日举行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亲情敬老活动，推动两国民众友
好往来。

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校长张述洲表示：
“我们相信，习近平主席不仅将为我们华侨华
人带来祖 （籍） 国的关怀，也将播撒希望的种
子，描绘中日友好的画卷。”

据悉，在大阪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将深入
阐释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主张，致力于对当
前存在的问题找根源、把准脉、开好方，把握

好世界经济的大方向。除了G20成员之外，此
次峰会还有荷兰、新加坡、西班牙、越南、泰
国、埃及、智利、塞尔加尔等 8个国家和联合
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 9个国际
机构应邀与会。

中方二十国集团 （G20） 事务协调人、外
交部部长助理张军日前表示，我们愿与各方一
道，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李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本次大阪峰会
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继续维护全球多边贸易机
制，期待中国的建设性方案。

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对本报记者
称，期待习近平主席在大阪峰会的演讲中提出

“中国方案”，“相信这一定会成为各国的共同
心声以及此次峰会的主旋律”。

李克强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韩正主持

李克强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韩正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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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 25日电 （记者
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5 日表
示，中方希望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第十四次
峰会能够发出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单
边主义，支持开放包容、反对保护主
义，支持合作共赢、反对欺压霸凌的
强烈信号。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24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
易组织均发布报告，对当前世界经济
前景表示担忧，认为G20成员出台的
限制措施及其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加
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呼吁
G20成员共同努力加以应对。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我们注意到这两份报
告，认为报告有关内容反映了当前国
际社会的普遍呼声和共同关切。的
确，当前世界经济中不确定性、不稳

定性主要来源于贸易紧张局势，而贸
易紧张局势主要来源于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和霸凌行径。”

耿爽说，中方始终积极倡导自由
贸易，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
体制。中方是当前诸多贸易限制措施
的受害者，也始终站在反对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的第一线。
中方愿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同各方就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就
促进国际贸易增长、推动世界经济发
展、完善全球治理、应对风险挑战寻
求共识和解决方案。

耿爽说，中方希望大阪峰会能
够发出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
义 ， 支 持 开 放 包 容 、 反 对 保 护 主
义，支持合作共赢、反对欺压霸凌
的强烈信号。“这也是 G20 作为国际
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在当前形势下应
有的担当。”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望G20大阪峰会发出反对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欺压霸凌的强烈信号

据新华社北京6月 25日电 （记
者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5 日
表示，中方注意到章莹颖案最新的庭
审情况，要求美国的司法部门依法公
正审理此案，将凶手绳之以法，使正
义得到伸张。

“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章莹颖案的

进展，也注意到最新的庭审情况。”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要求美
国的司法部门依法公正审理此案，将
凶手绳之以法，使正义得到伸张。同
时，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将继续为章
莹颖的家属在美处理相关事务提供大
力协助。

外交部发言人谈章莹颖案

将凶手绳之以法 使正义得到伸张

G20 大阪峰会期待中国方案
本报记者 严 瑜

G20 大阪峰会期待中国方案
本报记者 严 瑜

6月25日02时0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 郭文彬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