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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8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0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 （草案）》，以政府立法为各
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
讨论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制定专门行政法规推进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是深化
改革开放、促进公平竞争、增强市场
活力和经济内生动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举措。会议通过了《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 （草案）》，围绕市场主
体需求，聚焦转变政府职能，将近年
来“放管服”改革中行之有效的经验
做法上升为法规，并对标国际先进水

平，确立对内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
体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基本制度规
范。一是更大力度放权。持续放宽市
场准入，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推进“证照分离”，压
减企业开办和注销手续，各地要向社
会公开企业开办涉及的证照、办税、
银行开户、接入电力等的办理时限，
超过时限的，办理单位要公开说明理
由。实行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税一
窗受理、并行办理。进一步精简行政
许可和审批，对确需保留的许可、证
明等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严控新设
行政许可，凡要新设的，必须严格依
法依规审查论证和批准。二是规范和
创新监管执法。除直接涉及公共安全
和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行业、重点领

域外，都要实行“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推行“互联网+监管”。对新
兴产业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三是加强
市场主体保护。依法保护市场主体经
营自主权和企业经营者人身财产安
全，严禁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对市场主
体和经营者个人的财产实施查封、扣押
等行政强制措施。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
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享受国家支持
政策。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
赔偿制度和维权援助等机制。四是突
出政务公开透明。推进政务服务事项
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水电气热等
公用企事业单位应公开服务标准、资费
标准等信息。制定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
活动密切相关的法规、规章、行政规范
性文件，应按规定听取市场主体和行业

协会商会意见。若无法律法规等依据，
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减损市场主体合
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五是严格责任
追究。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相关违法
违规和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公用企事
业单位乱收费、行业协会商会及中介
服务机构违法评比认证和强制市场主
体接受中介服务等，要依法追责。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法 （修订草案）》。草案围绕完善档
案管理相关制度，规定了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
管理责任，增加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
规定，明确了电子档案的法律效力，
并扩大档案开放利用，缩短档案封闭
期。会议决定，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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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应美
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
方牵头人刘鹤将率团访问华盛顿，
于 10 月 10 日至 11 日同美国贸易代
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举行
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中方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商务

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
纲，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
喆，中央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
长廖岷，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工
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志军，中央
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
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
副代表王受文。

刘鹤应邀赴美举行新一轮
中 美 经 贸 高 级 别 磋 商

新华社北京10月 8日电 （记者
朱超）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8日说，中
方对美方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
安厅等机构以及8家中国企业列入出
口管制实体清单表示强烈不满、坚决
反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
有关决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美国商务部7日发布公告，将中
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及其 18
家下属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
局和海康威视等8家中国企业列入出
口管制实体清单。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美方以所谓人权问题为
借口，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
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等机构
以及8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
清单、实施出口限制，这种行径严重
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
政，损害中方利益。中方对此表示强

烈不满、坚决反对。
耿爽说，必须指出，新疆事务

纯 属 中 国 内 政 ， 任 何 国 家 无 权 干
涉。新疆也根本不存在美方指称的
所谓人权问题，有关指责只不过是
美方为干涉中国内政蓄意制造的借
口。新疆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举
措，目的是从源头上预防极端主义
和恐怖主义的滋生，完全符合中国
法律，也符合国际实践。这些举措
受到 2500 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
持，也为国际反恐事业作出了积极
贡献。美方对中方的指责完全是颠
倒黑白、一派胡言，只能进一步暴
露其干扰新疆反恐努力、阻挠中国
稳定发展的险恶用心。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
销有关决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中方
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力举措，坚决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耿爽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8日电 （记
者朱超）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8日就不
久前美国休斯敦火箭俱乐部总经理涉
港错误言论及此后 NBA 总裁相关言
论作出回应。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
驻休斯敦总领馆已经就休斯敦火箭俱
乐部有关人士的错误言论向对方提出
了严正交涉。中国篮球协会以及休斯

敦火箭队的中方合作伙伴也都相继发
表了声明。

“我想中方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
了。”他说。

“另外，我建议你去关注一下普通
中国民众对此事的反应和他们的态
度。”耿爽说，“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
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是行不
通的。”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涉疆错误决定

外交部谈NBA事件：

跟中方开展交流合作却不了解中国民意，行不通
外交部谈NBA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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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
礼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近
日在多个国家影院上映，得到
海外华侨华人及当地民众的广
泛好评。多名华侨华人观影后
表示，影片讲述了千千万万普
通人为祖 （籍） 国腾飞而默默
奉献的故事，引发强烈共鸣。

自《我和我的祖国》在国
庆节期间于荷兰多地同期上映
后，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以及当
地多个华侨华人团体纷纷组织
在荷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工作
人员和留学生观看。

荷兰江苏商会会员葛梦秋
观影后表示，她最喜欢电影中
讲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的 《相遇》。这些科学家干
的是惊天动地的事，做人却默
默无闻，把自己的一生全都献
给祖国。“感谢一代又一代的
先辈，我们这一代人会更加努力，为祖国腾飞
作出贡献！”

商会会员李理说，7 个故事都让人感触很
深。“影片中，国歌响起的一瞬间让人泪目，
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我一定要带女儿再
去观影一次，爱国教育要从小开始。”

来自海牙中国文化中心的陶越说，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远在荷兰能同步

看到 《我和我的祖国》 心情特别激动，“这让
我们感到祖国时刻与我们同在”。

以荷兰快餐业华人经营者为主体的荷兰华
人薯店总会日前组织亲子观影活动，逾百人参
加。荷兰华人薯店总会会长叶相福表示，本次亲
子观影活动希望让在荷兰的华侨华人子女明白
自己的根在中国，让他们了解新中国是如何从
成立伊始发展到今天，培养他们的爱国精神，

找到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放

映仪式近日在新西兰南岛克赖
斯特彻奇市举行，前来参加活
动的200多名华侨华人共唱歌
曲《我和我的祖国》并进行国
旗传递。“我是和同胞们手举
着国旗，含着热泪看完电影
的。”新西兰南岛慈善总会会
长仲伟人在看完电影后说，令
他感受最深刻的是《相遇》那
段故事。他为影片中为了共和
国核事业而放弃爱情、舍小
爱、为大爱的故事而感动。

“我们的国家正是因为有千千
万万这样的无名英雄舍小家、
为大家，才能走到今天。”

克赖斯特彻奇中国留学生
俱乐部负责人栾泽森说：“没有
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在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我为我
是中国人而骄傲和自豪。”

中国南方航空驻克赖斯特彻奇办事处的胡
文婷说，这是一部值得多次观看的影片。“相
信多年后我仍将记得今天和克赖斯特彻奇的华
侨华人一起在南半球的电影院里唱国歌、递国
旗，一起含泪看完这部《我和我的祖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引发海外华侨华人强烈共鸣

“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

9月 30日，在美国旧金山，观众在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 当地首
映礼上合唱同名主题歌。 李建国摄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10月8日电（记者叶
紫） 全国老龄委今天在京举行 2019
年全国“敬老月”主题宣传活动和
启动仪式。今年“敬老月”活动的
主题为：孝老爱亲 向上向善。全国
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
中国残联、中国老龄协会共同向社
会发出《孝老爱亲倡议书》。

据悉，到2020年，全国所有养老
机构都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

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到 2022 年和
2030 年，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老年
医学科比例分别达到 50%和 90%。相
关部门将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推行
健康生活方式，持续开展“老年健康
促进行动”，降低65至74岁老年人失
能发生率和65岁及以上人群老年痴
呆患病率的增速；开展“老年人心理
关爱”项目，为老年人提供心理健康
评估和必要的心理干预。

全国“敬老月”活动启动

本报北京10月 8日电 （记者王
迪）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8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19年中国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闭幕式并进行工
作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举
行会谈。

李克强首先就巴基斯坦前不久遭
受严重地震灾害向巴政府和人民致以
诚挚慰问。他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
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巴友好有
深厚和坚实的基础，不附加任何条
件、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得到两国人
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方高度
重视总理先生此次访华，习近平主席

将同你举行会见。中方始终把中巴关
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坚定支
持巴方捍卫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
整和合法权益，支持巴方推进国家繁
荣振兴事业，支持巴方在国际和地区
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们愿同巴方
共同努力，继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
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
关系与合作迈上新台阶。

李克强指出，中巴合作不仅符合
两国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高兴得知巴基斯坦已经渡过了经
济上的困难时期，愿继续向巴方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愿同巴方加强

发展战略衔接，继续推动中巴经济走
廊高质量发展，加强基础设施、经
贸、财金、产能等领域合作，采取有
力措施促进中巴贸易更加平衡发展，
利用中巴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议定书扩
大巴优势产品对华出口，保护在巴中
资机构和人员安全，促进双方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

伊姆兰·汗祝贺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他表示，得益于中国的帮助和支
持，巴基斯坦经济目前已经稳定并正
在逐步恢复，这体现了巴中牢固的全
天候友谊。巴方愿同中方加快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高度重视中巴经济

走廊和瓜达尔港建设，愿同中方扩大
贸易投资规模，加快推进能源、水
电、核电、铁路、农业等领域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
基础设施建设、执法安全、文化、
教育、媒体等多项双边合作协议的
签署。

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东
门外广场为伊姆兰·汗举行欢迎仪式。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全国
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何立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
等出席有关活动。

李克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会谈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10 月
8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2019 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闭幕
式 有 关 安 排 及 筹 备 工 作 发 布 会
上，中国贸促会会长、北京世园
会组委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世园
会执委会执行主任高燕宣布，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 10 月 9 日晚
出席 2019 年北京世园会闭幕式并
发表致辞。

来自巴基斯坦、所罗门群岛、
柬埔寨、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
等国的领导人和政要，国际展览局
和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负责人等将
出席闭幕式。国际参展方、全球工
商界人士、园艺界知名专家、国内
外媒体记者以及国内各部委、各地
方约 900 名代表也将出席闭幕式。
闭幕式前，李克强将与有关国家领
导人共同参观中国馆。

李 克 强 将 出 席 2019 年 北 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闭幕式并致辞
李 克 强 将 出 席 2019 年 北 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闭幕式并致辞

近日，一部展现
敦煌古乐文化的大型
沉浸式演出《乐动敦
煌》在甘肃省兰州市
与观众见面。该演出
展现了传承千年的敦
煌古乐魅力。

图为演员在《乐
动敦煌》中表演。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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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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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记
者白瀛、史竞男） 国家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8 日
数据显示，9 月 30 日至 10 月 7 日中
国电影票房为 50.5 亿元，创同期历
史新高，比此前的同档期纪录增长
86.42%。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重点影

片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攀登者》位列档期票房前三名。

数据显示，国庆档 8 天观影人
次 为 1.35 亿 ， 亦 创 同 期 历 史 新
高；国庆节当天电影票房达 7.96
亿元，创下非春节档单日票房的
新纪录。

50.5亿元！国庆档电影票房创纪录

审议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
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