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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 2時 42
分，中國在酒泉衛星
發射中心用長征十一
號運載火箭，採取「一
箭五星」的方式成功將
「珠海一號」03組衛星
發射升空，衛星順利
進入預定軌道，任務
圓滿成功。

■文/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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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噸中央儲備豬肉投放市場

白皮書：中國婦女權益法治保障不斷完善

內地減稅降費或超兩萬億
企業受益 財政收入放緩 下一步加強預算績效管理

李克強會見普京：冀中俄共護多邊貿易體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在圓滿結束對俄羅斯的正式訪問
並舉行中俄總理第二十四次定期會晤後，乘專
機回到北京。
李克強總理夫人程虹，國務院副總理孫春
蘭、胡春華，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等陪同
人員同機抵京。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當地時間9月18日下午在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

提升雙邊貿易規模質量
李克強首先轉達習近平主席對普京總統的
誠摯問候。李克強表示，中俄互為最大近
鄰，今年適逢兩國建交70周年。
前不久，兩國元首一致同意將中俄關係提
升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我此訪同梅德韋傑夫舉行中俄總理第二十
四次定期會晤，全面規劃兩國各領域交往與
合作，取得諸多新成果。
中俄關係保持健康穩定發展，不僅有利於
雙方，有利於地區，也有利於世界。
中方願同俄方持續鞏固友誼，深化合作，
加強交往，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和以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
制，這對促進世界發展繁榮與和平穩定具有
重要意義。
李克強指出，中俄合作前景廣闊。中方願將

「一帶一路」倡議同歐亞經濟聯盟更好銜接，
推動雙邊貿易規模和質量同步提升。
中國正在進一步擴大開放，市場潛力巨

大，將為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各國企業帶來
更多機遇。

希望雙方堅持相互擴大開放，放寬投資和市
場准入，為兩國企業創造更多合作機會，使中
俄務實合作在新時代創造出更多豐碩成果，更
好造福兩國人民。

普京：對華關係是優先方向
普京祝賀新中國成立70周年。他表示，對

華關係是俄外交優先方向。建交70年來，俄
中關係與合作取得顯著成就，兩國發展成為新
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
俄中關係是國際關係中的重要穩定因

素。此次俄中總理定期會晤達成許多新成
果，有力推進了兩國務實合作。俄方願將
自身發展戰略更好對接「一帶一路」倡
議，不斷擴大雙方貿易規模，促進共同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財政部副部長許宏

才昨日在2019預算績效管理

國際研討會上表示，當前中國

經濟運行總體平穩，財政部加

力提效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實行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企

業受益的同時，財政收入放

緩，一些地方財政收支緊張；

下一步，將重點加強預算績效

管理，把錢用在刀刃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商務
部昨日介紹，當天會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下稱發改委）、財政部等部門開展中央
儲備肉投放工作，依據《緩解生豬市場價格
周期性波動調控預案》，共向市場投放中央
儲備豬肉10,000噸，增加豬肉市場供給，保
障國慶節期間肉類供應。

市場供應有保障
中國商務部稱，9月初，已向市場投放中
央儲備牛肉2,400噸、羊肉1,900噸。

當前，中國豬肉價格上漲較多，市場消費
需求有所下降，肉類進口大幅增加，冷凍
肉庫存保持較高水平，市場供應總體有保
障。據商務部監測，近期豬肉價格漲幅趨
緩，9月18日全國重點批發市場豬肉平均
批發價格較前一日上漲0.1%，比9月10日上
漲1.3%，日均漲幅比8月下旬回落0.8個百
分點。
下一步，商務部將繼續密切關注豬肉市場

供求和價格變化情況，加強預測預警分析、
強化產銷銜接，會同有關部門繼續適時投放

中央儲備肉，保障豬肉市場供應。發改委18
日表示，從近期監測情況看，中國豬肉價格
趨於穩定；受非洲豬瘟疫情等因素影響，豬
肉價格明顯上漲，帶動食品價格漲幅較大。

豬肉價有望下降
從事國家儲備肉類管理等工作的華商儲備

商品管理中心17日發佈通知指，根據相關部
委要求，昨日下午1時至4時將組織實施中
央儲備凍豬肉投放工作，方式為競價交易，
交易數量為1萬噸，每個企業成交數量不超
過300噸。《經濟日報》報道認為，1萬噸豬
肉進入市場，在供應增加後，中國豬肉價格
有望下降。
科信食品與營養信息交流中心科學傳播

部主任阮光鋒介紹，一般來說，儲備肉的
存放條件是零下18攝氏度，保存時間6個
月，在進貨銷售過程中不停地更換流動，
因而消費者買到是凍鮮肉。阮光鋒解釋
說，在營養價值上，儲備凍豬肉和新鮮的
豬肉並沒有太大差異，完全可以放心食
用；消費者還會發現，儲備凍豬肉會比鮮
豬肉更便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國
務院新聞辦昨日舉行發佈會，發佈《平等發
展 共享：新中國70年婦女事業的發展與進
步》白皮書。
白皮書介紹了中國保障婦女權益的法治體
系不斷完善，婦女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半邊
天作用日益彰顯，婦女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
高、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日益廣泛。
國務院婦兒工委副主任、全國婦聯黨組書
記、副主席黃曉薇在發佈會上指出，新中國
成立伊始，男女平等就被確立為一項憲法原
則。70年來，中國始終將尊重和保障婦女權
益置於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更加突出的位

置。目前已形成以憲法為基礎，以婦女權益
保障法為主體，包括100多部單行法律法規
在內的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
截至2018年底，全國30個省（區、市）

建立了法規政策性別平等評估機制，男女平
等的法治保障更加健全。

男女受教育差距基本消除
白皮書指出，新中國成立70年來，男女受

教育差距基本消除；全國婦女文盲率由解放
初的90%降至2017年的7.3%。2017年，女
童小學淨入學率達到99.9%，與男童完全相
同。

此外，婦女平均預期壽命為79.4歲，比
新中國成立時的36.7歲提高了42.7歲。婦
女就業人數大幅增加，社會保障水平顯著
提升，2017年，全國女性就業人數3.4億，
比1978年翻了一番。截至2018年末，全國
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減少到
1,660 萬，減少的貧困人口中約一半為女
性。
中國婦女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也日益彰

顯。截至2018年 10月，中國有女外交官
2,065人，佔外交官總數的33.1%，其中女
大使14人、女總領事21人、處級以上女參
贊326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17日晚，北京冬奧會吉祥
物公佈，來自廣州美術學院設計團隊
創作的「冰墩墩」從6,000個參選作
品中脫穎而出。昨日，「冰墩墩」設
計團隊負責人、廣州美術學院視覺藝
術設計學院院長曹雪在廣州表示，創
作過程中，曾修改了上千個方案，吉
祥物文案甚至經過是從上萬個備選方
案中提煉而出。
曹雪說，其設計被列入組委會備選

方案時，是一個北京冰糖葫蘆。「後
來，在反覆修改中，組委會和我們又
認為，冰糖葫蘆是一種小吃，從我們
大國形象的角度看，表達的含義似乎
還不到位。最終，我們保留了冰糖葫

蘆外圍的一層『冰』，並嵌入熊貓形
象，後又經大量修改，才確定了『冰
墩墩』的形象。」曹雪說。
曹雪表示，此次來自廣東的作品最

終成為冬奧會吉祥物，讓他們倍感振
奮，會激發他和當地同行的藝術創作
熱情。

冬奧吉祥物「冰墩墩」設計原型為糖葫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針
對部分美國議員近日向美國會眾院提
交「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表
示，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認清涉藏問題
的高度敏感性，停止推動相關法案，
停止利用涉藏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

近日，部分美國議員向美國會眾院提
交「2019 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

案」。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耿爽說，這一法案嚴重違反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向
「藏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
號。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耿爽說，西藏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不容任何外國勢力干涉。我們敦促美
方充分認清涉藏問題的高度敏感性，
停止推動相關法案，停止利用涉藏問
題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批美涉藏言行干涉中國內政

許宏才並稱，預計全年減稅降費
規模可能超過年初預計的2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此前在政府工作
報告中提出，2019年實施大規模的
減稅降費，相關減稅降費措施使企業

減輕負擔達2萬億元，並從4月份開
始降低增值稅率，5月份起降低社保
費率。國家稅務總局數據稱，上半年
全國累計新增減稅降費1.17萬億元。

切實優化財政支出結構
不過，受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

大、減稅降費政策落地等影響，財
政部最新公佈數據顯示，1月份至8
月份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
比增長3.2%，要實現5%的全年預
期增速壓力仍大。其中，稅收收入
累計增速年內首次由正轉負，同比
下降0.1%。8月份主要稅種收入均
同比下降，其中降幅最大的是企業
所得稅，同比下降13.4%，連續三
個月下降。與此同時，財政收入下
滑對支出的影響也逐漸顯現，財政
支出年內首次出現負增長，8月份同
比下降0.2%。
在財政收支矛盾加劇背景下，許宏

才表示，當前要加強預算績效管理，

大力壓減一般性支出，把低效無效資
金省出來用於急需的領域，切實優化
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
益。

加快制訂績效管理實施細則
許宏才說，下一步要加快制定完善

預算績效管理的各項配套制度和實施
細則，落實行業主管部門和資金使用
單位的主體責任，對重大政策和項目
實施全周期跟蹤問效，對交叉、重
疊、執行率不高、效益低下的項目和
專項資金進行整合壓減，杜絕任性花
錢。並建立財政與人大、紀檢監察、
組織、審計的聯動機制，硬化預算績
效管理監督和約束，切實做到「花錢
必問效、無效必問責」，把不該花的
錢省下來。
審計署副審計長孫寶厚則表示，要
公開更加全面具體的預算績效信息，
增強預算績效信息的可讀性、可懂
性、可用性和可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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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當地時間 99
月月1818日下午日下午，，
國務院總理李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在莫斯科克強在莫斯科
克里姆林宮會克里姆林宮會
見俄羅斯總統見俄羅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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