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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
月 4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任
命贺一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于
2019年12月20日就职。

会议审议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选举贺一
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的报告，
听取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关于澳门
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产生过程的汇报。

李克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澳门特
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是依法进行的，完
全符合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
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贺一诚先

生高票当选，反映了澳门社会各界对贺一诚先生
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李克强说，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20
年来，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澳门经济快速发展，社
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安居乐业，“一国两制”在
澳门成功实践，并展示出许多特色和亮点。澳门
发展同祖国内地发展紧密相连，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等给澳门带来新的重大机遇。中央政府将继续
坚决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
治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相信贺一诚先生就任行政
长官后，一定会团结带领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一届
政府和澳门各界人士，不断开创澳门发展新局
面，谱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 的规定，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任命贺一诚为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李克强总理签
署了任命贺一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
官的国务院第719号令。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孙春兰、刘鹤，国务委
员王勇、肖捷以及国务院全体会议其他组成人员
出席会议。

李克强主持国务院第三次全体会议
决定任命贺一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韩正等出席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
月 4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精准施策
加大力度做好“六稳”工作；确定加快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的措施，带动有效投资支持补
短板扩内需。

会议指出，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态势。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
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增强紧迫感，主动作为，把做
好“六稳”工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围绕办好自
己的事，用好逆周期调节政策工具，在落实好已
出台政策基础上，梳理重点领域关键问题精准施
策。要多措并举稳就业，抓紧推进高职院校扩招
100 万人和运用 1000 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开展
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研究进一步增加高
职、技校招生规模和技能培训资金规模。保持物
价总体稳定，落实猪肉保供稳价措施，适时启动
对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

钩联动机制。要切实落实简政减税降费措施，优
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着眼补短
板、惠民生、增后劲，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今
年限额内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要确保 9 月底前全部
发行完毕，10月底前全部拨付到项目上，督促各
地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坚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并适时预调微调，加快落实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的
措施，及时运用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等政策工
具，引导金融机构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将资金更
多用于普惠金融，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
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要压实责任，增强做好“六
稳”工作的合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为加快发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会议确
定，一是根据地方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按规定提
前下达明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确保明年初即
可使用见效，并扩大使用范围，重点用于铁路、
轨道交通、城市停车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城乡电
网、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等能源项目，农林水

利，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等生态环保项目，职业教
育和托幼、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冷链物流设
施，水电气热等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专项
债资金不得用于土地储备和房地产相关领域、置
换债务以及可完全商业化运作的产业项目。二是
将专项债可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明确为符合上述
重点投向的重大基础设施领域。以省为单位，专
项债资金用于项目资本金的规模占该省份专项债
规模的比例可为 20%左右。三是加强项目管理，
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按照“资金跟项目
走”的要求，专项债额度向手续完备、前期工作
准备充分的项目倾斜，优先考虑发行使用好的地
区和今冬明春具备施工条件的地区。各地和有关
部门要加强项目储备，项目必须有收益，要优选
经济社会效益比较明显、群众期盼、迟早要干的
项目，同时也要防止一哄而上，确保项目建设取
得实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 克 强 主 持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
部署精准施策加大力度做好“六稳”工作 确定加快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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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
王卓伦）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4日在北
京全国政协礼堂会见参加“凝心聚
力、增进共识——中国、朝鲜、越
南、老挝统一战线组织专题研讨会”
的外方代表团。

汪洋说，中国同朝鲜、越南、
老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老一辈领
导人怀着共同的理想信念，缔造和
培育的传统友谊是我们共同珍视的
宝贵财富。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中国政协成立 70 周年，中

国全国政协愿同朝鲜、越南、老挝
统一战线组织一道，落实好双方党
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着
力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
深化友好交流，为双边关系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朝鲜、越南、老挝统一战线组织
代表团团长杨哲式、阮友勇、坎贝表
示，愿以此次研讨会为新起点，在互
学互鉴中凝聚共识、促进团结，更好
发挥统一战线组织重要作用，助推双
边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

汪洋会见朝鲜、越南、老挝
统 一 战 线 组 织 代 表 团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杨
依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

韩正表示，今年6月，习近平主
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时
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赋予了两
国关系新的历史定位和内涵。在两国
元首亲自关注和推动下，中俄能源领
域合作保持高水平发展，取得了不少

新成果。东线天然气管道将于今年
12 月建成投产，希望双方共同做好
管道供气准备工作，并秉持互利共
赢、商业可行的原则，进一步推进天
然气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两国能源领
域全方位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米勒表示，俄方将东线管道投
产视为双方能源合作重大成果，愿
同中方共同做好工作，确保管道顺
利供气。

韩正会见俄罗斯客人

新华社惠灵顿9月4日电（记者
郭磊、卢怀谦）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
4 日确认，5 名中国公民当天在新西
兰罗托鲁阿市交通事故中丧生，另有
多人受伤。

根据大使馆提供的消息，4日11
时 19 分许，一辆载有 24 名中国游客
的客车在罗托鲁阿市发生侧翻，造成
5人死亡、多人受伤。

当地警方发布消息说，事发客车
上共有27人，目前确认5人死亡。

目前，伤员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
治，其中3人伤势较重，但无生命危
险。其他伤员无大碍。

目击者称，事发时风雨交加。事
故具体原因尚在调查中。

事发后，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立
即启动应急机制，并要求新方采取有
效措施，全力救治伤员，尽快调查事故
原因，协助中方做好应急处置工作。使
馆公布领事保护电话：04-4995022

（新西兰境外拨打0064-4-4995022）。

5名中国公民在新西兰交通事故中丧生

据新华社拉萨9月4日电 9月4
日上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
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
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出席在西
藏日喀则举行的《中华大典·藏文卷》
之《历世班禅文集》首发式并致辞。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日
喀则市委书记张延清，中国藏学研究
中心总干事郑堆在开幕式上致辞。扎
什伦布寺、青海师范大学班禅研究院
相关编撰人员，自治区领导及宗教界
人士等100余人参加首发式。

十一世班禅出席《历世班禅文集》首发式

本报北京9月4日电（记者潘旭涛） 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4日举行省 （区、市） 系列新闻发布会，请中共青海省
委书记、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中共青海省委
副书记、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刘宁围绕“建设国家公园
省 传递大美青海情”作介绍，并答记者问。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王建军介绍说，伴随着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铿锵步
伐，青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35
倍；森林覆盖率从不到1%提高到7.26%，蓝绿空间占比超
过 70%；城乡居民收入分别比 1978 年增长 158 倍和 91
倍；人均预期寿命72.05岁。

王建军还重点介绍了青海“大”的价值和“美”的颜值。
习近平总书记给青海定位了“三个最大”，就是“最

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
生态”。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和国家重要
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资源总价值达18.39万亿元，每年向
下游输送 600多亿立方米的源头活水，生态服务总价值为
7300亿元，气候调节和物种保有等功能性价值不可估量。

青海的“大”，还在于地域广袤，资源富集。作为国家重
要的战略资源接续储备地，青海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潜在价
值达 105 万亿元，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 1200 万千瓦，保持
着连续15天360小时100%清洁能源供电的世界纪录。青海
的“美”，美在山川壮丽，美在人民朴实。青海是山宗水源路
之冲，昆仑山横贯全境，三江水奔涌而出，青海湖烟波浩淼，
祁连山林海莽莽，大自然绘就的每一幅画卷都引人入胜。

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青海作为三江源、祁连山的所在地，担负着中国第
一个、全国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的2个试点任务。

王建军介绍说，为加快推进三江源、祁连山2个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青海组建了省州县乡村五级国家公园管
理的“大部门制”实体；成立了三江源生态法庭；编制国家
公园总体规划，明确了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对三江源地
区取消地区生产总值指标的考核；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建立
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设立院士工作站；省内大学开设
了国家公园管理方向的专业学科；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建
设一期、二期和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4.3万名牧民放下牧鞭由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管护者。

王建军表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示范省的实践，让青海变得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山有
水的景观园，全省各类自然保护地217处，90%的国土是
限制和禁止开发区，湿地面积居全国首位。

探索绿色发展体系

刘宁介绍了青海如何探索符合省情的绿色发展体系。
在绿色能源方面，青海目前清洁能源装机突破了

1200 万千瓦，正在打造从青海到河南的世界上第一条全
部绿电的可再生能源特高压通道；青海正在打造绿色可
再生能源的基地；青海实现了全省范围内连续 15日绿电
供电的计划，这也是世界首创。

在绿色产业方面，青海限制高耗能企业发展，大力
推动循环经济、数字经济发展，循环经济的产值已经占
青海省产值的60%以上。

在绿色消费方面，青海紧密结合绿电、枸杞、农副
产品发展，注重绿色消费。

在绿色有机农牧业方面，青海和农业农村部协同共
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青海是牦牛之都、藏羊之
府，青海的牦牛占了世界总量的1/3，通过进行可追溯体
系建设，在绿色发展方面都有了新起色和新成就。

保护“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青海：建设国家公园省
国新办“部长茶座”解读核安全白皮书

中国的核安全有保证

新华社塔那那利佛 9月 3日电
（记者文浩） 由中国驻马达加斯加使
馆主办的“2019中国电影节”3日在
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开幕。在
为期3天的活动中，11部中国电影陆
续在塔那那利佛的广场影院展映。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杨小茸、
马国民议会议长代表等中马双方近
200人参加了当天的开幕式。

杨小茸在开幕式上致辞说，此次

电影节旨在让马达加斯加民众通过电
影感受现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帮助
中马人民加深了解和友谊。电影是当代
世界增进了解、沟通情感的重要媒介，
也是人文交流、相互欣赏的独特平台。

在开幕仪式上放映的《西游记之
大闹天宫》 获得全场观众热烈掌声，
众多当地观众对中国电影给予高度评
价。电影节期间还将展映《杜拉拉追
婚记》《奇门遁甲》等中国影片。

中国电影节在马达加斯加开幕

本报北京9月4日电（记者刘发为） 9 月 4 日下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部长茶座”，国家核安全局相
关负责人对 《中国的核安全》 白皮书进行了深入的解
读，并介绍了中国的核安全监管及国际合作相关情况。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刘华表示：
“发布 《中国的核安全》 白皮书意义重大。不仅可以更
加深入地理解理性、协调、并进的中国核安全观，同时
能够总结过去30多年中国核安全监管的理念与实践，更
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回应社会关切，提振公众对核事
业的信心。”

安全监管从未松懈

中国如何处理核废料？针对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
国家核安全局副局长、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司长江光表
示，中国的核废料处置场的建设是与核电发展的规模相
适应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多少个核电厂，就要建设多
少个与之相配套的处置场。

如何保证用核安全？中国在核安全监管方面做了哪
些努力？这些也都是活动现场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

“在核安全工作当中，核安全是核事业发展的生命
线。”国家核安全局副局长、核设施安全监管司司长郭
承站表示，目前中国在核应急中实行的是“一案三制”，
即一个国家级的紧急预案、一套相应的法规制度、一个统
一的组织领导体制、一个相对高效的应急保障机制。在

“一案三制”的指导下，全国建立了一套相应的应急保障
能力，同时还有一支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

吸取核电事故教训

在有记者问到中国从日本福岛核事故中吸取了什么
样的教训时，刘华说：“我们充分吸取了福岛核事故的

经验，事故发生后专门总结经验，制定了一套福岛改进
行动的通用技术要求，结合福岛核事故中的相关情况，
我们把需要改进的项目一一梳理出来，要求核电厂必须
逐个改进，这也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好评。”

郭承站表示，福岛核事故后，中国对福岛周边海洋
环境开展了一系列的跟踪监测，利用收集到的信息将事
故的损失降到最低点，避免对周边国家生态环境和人员
造成一些影响。

中国在吸取他国核电事故教训中的做法，也正体现
了白皮书中所提到的中国核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则：安全
第一、依法治核，预防为主、纵深防御，责任明确、独
立监管，严格管理、全面保障。

主动投身国际合作

核安全的保证并非一国之力就能完成，因此，大家
也十分关注中国与他国在核领域的合作。

国家核安全局副局长、核电安全监管司司长汤搏表
示：“中国在核电领域与俄罗斯的合作已经有很多年
了，成效显著，为后续双方继续合作提供了信心、提供
了支撑。”

“中俄之间的核能合作，是中俄全方位合作的一个
领域。除了核能合作以外，核安全合作也是中俄两国政
府合作的重要内容。只要有核能合作，一定会有安全合
作，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中俄两国的核电监管部
门也开展了非常积极的合作。”刘华表示。

“中国政府跟我们邻近的国家几乎都建立了信息沟
通的热线，发现问题以后，大家都能及时了解。如果其
他国家需要中国政府的支持，可以按照国际公约的要
求，要求中国政府提供支持，中国政府是很愿意履行国
际义务的。”刘华说。

近 日 ， 山 西 省 运
城市盐湖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太平兴
国寺塔亮灯，成为当地
夜间旅游一大亮点。据
悉，太平兴国寺塔距今
已有1300多年历史。

图为太平兴国寺塔
的灯光夜景。

薛 俊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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