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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速 览
●习近平17日在莫尔兹比港分别会见智利总统

皮涅拉、韩国总统文在寅、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习近平在文莱媒体发表题为《携手谱写中国同
文莱关系新华章》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抵达斯里巴加湾开始对文莱达鲁萨兰
国进行国事访问

●黄坤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40周年
暨中国百科出版事业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着力打造

有中国特色、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知识宝库

（均据新华社）

新华时评

日前黑龙江省多地发布通

报，为遭受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

澄清正名。类似做法全国多地也

在实施，传递出为担当有为者撑

腰鼓劲、让诬告陷害者付出代价

的强烈信号。

打个匿名举报电话“告黑

状”，干部任用程序就可能暂

停，上网发个不实信息，就可能

谣言满天飞。诬告陷害不仅抹黑

一个干部的清白，影响一个干部

的政治前途，干扰组织人事工

作，更会破坏一个地区、行业、

领域良好的政治生态。

个别地区、部门在处理干部

举报问题时坚持原则不够、担当

作为不足，凡是举报线索不清的

干部一律“放下来”，凡是问题

一时查不清楚的干部一律“搁起

来”……这些做法容易助长诬告

陷害者的嚣张气焰，让那些作风

正派、敢于担当的干部寒心、泄

气，久而久之会产生“劣币驱逐

良币”的逆淘汰现象。对受到不

实举报影响的干部，一旦查清，

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为

他们澄清正名、打气鼓劲，帮助

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扶正必须祛邪，激浊方能扬

清。必须勇于向心怀叵测的诬告

陷害亮剑，不仅为受诬陷者澄清

问题，更要让诬告者付出代价，

有力惩治和震慑这些良好政治生

态的破坏者，形成激励干部担当

作为的正向氛围。不久前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

五十二条明确规定，“政治品行

恶劣，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

制造其他谣言，造成损害或者不

良影响的”，要根据情节严重程

度给予从警告直至开除党籍相应

纪律处分。对涉嫌诬告陷害意在

使他人受到纪律追究的，一经查

实，必须坚决依纪依法严肃处

理，真正让流汗者不流泪、辛苦

者不辛酸。

群众举报是干部监督的重要

手段，是纪检监察机关获取证据

线索的重要渠道。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需要保障干部群众

合法检举权利，引导广大党员、

群众自觉抵制不良风气，通过正

常渠道据实反映问题。同时，还

要关心爱护想干事、能干事、会

干事的干部，为实干者担当、负

责、撑腰、鼓劲，才能打造忠诚

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筑

牢执政基础。⑤4 （新华社电）

风清气正容不得诬告陷害

新华社莫尔兹比港11月1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应邀出席在
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

表题为《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的

主旨演讲，强调要为世界经济发展

把握正确方向，为国际社会找到有

效治理思路，同舟共济，共同驾驶世

界经济的大船驶向更加美好的彼

岸。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将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

献。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同世界

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

峰会在停泊于莫尔兹比港的太

平洋探索者号邮轮上举行。

习近平步入会场。在热烈的掌

声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强调，在当今世界经济

风起云涌、风险挑战凸显的形势下，

我们同在一条船上，一起谋划发展

合作，具有特别的意义。合作还是

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

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

习近平指出，亚太经合组织的

诞生和发展顺应了开放融合的历史

潮流，顺应了亚太地区谋求发展的

强烈愿望，顺应了各国人民携手应

对挑战的共同需要。如今的亚太，

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的

经济板块，也是举世公认的世界经

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

球化大潮滚滚向前，但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为世界经济增长蒙上了阴

影。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

发，但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

成。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但发展失

衡未有根本改观。全球治理体系加

快变革，但治理滞后仍是突出挑

战。习近平就把握世界经济发展正

确方向、探索国际社会有效治理思

路提出以下主张：

第一，坚持开放导向，拓展发展

空间。要坚持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

建设；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

的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方向发展，在开放中扩大共同

利益，在合作中实现机遇共享。

第二，坚持发展导向，增进人民

福祉。要把人民福祉放在首位，致

力于加强发展合作，帮助发展中国

家摆脱贫困，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

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最大的公平。

要把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纳入本国发展战略，积极构建平等

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发达国

家应该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增

加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特殊

与差别待遇”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

要基石，这一原则不能否定。

第三，坚持包容导向，促进交融

互鉴。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

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

提供强大动力。要少一点傲慢和偏

见、多一些尊重和包容，拥抱世界的

丰富多样，努力做到求同存异、取长

补短，谋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一

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只有这个

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

第四，坚持创新导向，开辟增长

源泉。要探寻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

路径，消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

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创新潜能和市

场活力，深化国际创新交流合作；引

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朝着正确

方向发展；共同探讨建立面向新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政策制度体

系，营造国际合作环境，让科技创新

成果为更多国家和人民所及、所享、

所用。

第五，坚持规则导向，完善全球

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

念，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变革过程应该体现平等、开放、透

明、包容精神，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

性和发言权。

习近平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

勤劳的双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开启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40年
来，中国人民勇于探索、真抓实干，

把中国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

的！中国人民敞开胸怀、拥抱世界，

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已经成

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的

旅游市场、13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
伙伴。中国人民聚焦发展、造福人

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显著提高。中国人民立己达人、共

谋发展，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支持

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实施负责任

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较高贡献率，为应对亚洲金

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作出了自己

的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回首40年
改革开放历程，中国人民更加坚定

地认识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

中国。面向未来，中国将以更负责

的精神、更开放包容的胸襟、更高质

量的增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

献。

习近平指出，中国将继续大幅

放宽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主动扩大进口。中国对内外资企业

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欢迎和鼓励各

类企业公平竞争，也将充分保障它

们的合法权益。一周前，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行。

中国用行动证明了支持贸易自由

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决心。

相信中国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必
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之源、活力

之源。

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路”

是开放的合作平台，秉持的是共商

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同世

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

道。中国将于明年4月在北京举办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欢迎亚太工商界朋友积极参

与。

习近平强调，工商界是引领亚

太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希

望企业家们继续推动各国采取积极

务实政策，广泛开展经济技术合作，

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共同发展繁荣

闯出新的天地。让我们握稳舵盘、

把准航向、齐力划桨、乘风破浪，共

同驾驶着世界经济的大船驶向更加

美好的彼岸！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出

席。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

等参加上述活动。

同日，习近平还出席了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

表对话会，同代表们就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等交换

看法。⑤4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

世界经济发展要坚持开放
发展包容创新规则导向
宣布中国将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18日就美国副总
统彭斯有关涉华言论回答记者提

问。

有记者问：美国副总统彭斯在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作

了演讲，发表了一些涉华言论，并称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援助造成受援国

债务负担。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会议刚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

行。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发表了一系

列重要讲话。习主席谈到了中方对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也提出

了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应

对共同挑战的一系列重要主张。其

核心要义是，无论是国际合作，还是

区域合作，都应该坚持开放、发展、

包容、创新、规则导向，以应对共同

挑战，实现互利共赢。这些主张顺

应了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治理发展

的大势，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

体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战略视野和引

领作用，受到与会各方高度赞同。

华春莹说，我们注意到了美方

的有关言论。中方认为，亚太经合

组织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在此形

势下，各方都应体现负责任、建设性

态度，牢记亚太经合组织的初衷，把

握亚太发展大方向。处理国际问

题，要按共同制定的规则来办。遇

到分歧应该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

不应该人为设置壁垒，更不应该搞

你输我赢。就区域合作而言，无论

是太平洋、印度洋，还是大西洋，都

应该成为合作共赢的舞台，而不是

地缘竞争、对抗对立的角力场。

她说，中国在相互尊重、互利共

赢的基础上，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开

展了良好合作，包括在南南合作框

架下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的互利

合作。中国在推进这些合作时，秉

持正确的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的理

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当地的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帮助。这些帮

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充分尊重

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意愿。没有哪

个发展中国家是因为与中国合作而

陷入债务困难的。相反，与中国的

合作帮助这些国家提高了自主发展

能力和水平，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

活。因此，与中国合作受到了广大

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普遍欢

迎。在这些问题上，国际社会特别

是和中国开展互利合作的广大发展

中国家自有公论。

华春莹表示，中国是亚太的重

要一员，中方支持亚太经合组织继

续在推动区域合作与促进共同发展

上发挥积极作用。我们愿同各方一

道，强化伙伴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

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携手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

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

华春莹说，我们建议有关国家

与其对别人指手画脚，还不如自己

言行一致，真正做到对待大小国家

一律平等，真正做到尊重其他国家

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权

利，真正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些

实事好事。⑤4

就美国副总统彭斯有关涉华言论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图① 11月17日，观众在展览
上参观上海陆家嘴的沙盘模型。“伟

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大型展览”11月13日在国家博物
馆隆重开幕。自开幕以来，展览吸

引了众多参观者 ⑤4 新华社 发

图② 11月18日，由中铁八局
承建的商合杭铁路控制性工程跨

淮河特大桥成功合龙。商合杭铁

路由河南商丘站引出，途经安徽亳

州、阜阳、合肥等地区，在芜湖跨越

长江，引入杭州站，线路全长794.55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⑤4

新华社 发

图③ 11月18日，一名工作人
员在演示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的智能

取纸机。当日，第三届中国厕所革

命创新博览会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开幕 ⑤4 新华社 发

农村新变化 新华社 发 王威 作

神州 掠影

①①

②② ③③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新个

税法将于明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负责人18日
表示，个税改革带来了征管模式的

转变，未来涉税专业服务行业市场

发展空间将更广阔，建议积极推动

三个转变，主动适应改革形势和市

场的新需求。

这是记者18日在中国注册税
务师协会、北京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主办的个人所得税法公益大讲堂上

获悉的。

这位负责人说，虽然新个税法

提高基本减除费用可能使纳税人数

量有所减少，但随着收入的增加，

尤其是专项附加扣除的施行，涉及

的纳税人规模未来仍将增加。随着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步伐持续

深入，涉税专业服务行业的市场发

展空间将更广阔。可以说，以个税

改革为契机，开启了为自然人提供

涉税专业服务的新时代。

他同时也表示，个税改革对涉

税服务行业的职业水平提出更高要

求。由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税制

结构，除了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

的个人所得税制，也引入了新的征

管模式，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未

来履行纳税义务或扣缴义务时计缴

税款的方式方法、申报要求以及税

务机关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的征管都

将发生变化。无论是个人，还是单

位扣缴义务人，都需要更加专业

化、精细化的服务，对涉税专业服

务的要求更高。

因此他建议，税务师行业要主

动实现三个转变，以适应新的改革

形势和市场环境。即从重企业纳税

人向企业纳税人和自然人纳税人并

重转变、从提供通用型纳税服务向

满足个性化需求转变、从传统模式

向“互联网+”转变。⑤4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负责人：

个税改革将带来征管模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