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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记

者李忠发）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19日同当日抵京对中国
进行访问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两国领导人就当前中朝关系发展和
朝鲜半岛局势坦诚深入交换了意
见，一致表示要维护好、巩固好、发
展好中朝关系，共同推动朝鲜半岛
和平稳定面临的良好势头向前发
展，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
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我们高兴地看到，
金正恩委员长同志同特朗普总统在
新加坡举行重要会晤，就实现半岛
无核化、建立半岛持久和平机制达
成原则共识，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对
此高度评价。金正恩委员长同志专
程来华访问，体现了对中朝两党两
国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我对此高
度评价。

习近平强调，在不到3个月时间
内，我同委员长同志 3 次会晤，为两
党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开启
了中朝关系发展新篇章。中国党和
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
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
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
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
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
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我
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继续落实好
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
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

开放40 周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人民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勇于自
我革命、自我革新，探索出一条符
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高兴
地看到，朝鲜作出了将工作重心转
向经济建设的重大决定，朝鲜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支持朝鲜经济发展、民生改
善，支持朝鲜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

金正恩表示非常高兴时隔不久
再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他强调，
中国是我们伟大的友好邻邦，习近平
总书记同志是我们非常尊敬和信赖
的伟大领导人。感谢习近平总书记
同志和中国党、政府、人民一直以来
对我本人和朝鲜党、政府、人民的真
挚友好情谊与宝贵支持。我将带领
劳动党全体党员和朝鲜人民认真落
实好我同总书记同志所达成的重要
共识，把牢不可破的朝中关系提升
到新的水平。

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在
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半岛问题重
新回到对话协商解决的正确轨道，
半岛形势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
展。金正恩委员长同志为实现半岛
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作出了积极
努力。这次朝美首脑举行会晤，迈
出了半岛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重
要一步。希望朝美双方落实好首脑
会晤成果，有关各方形成合力，共同
推进半岛和平进程。中方将一如既
往发挥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表示，前不久举行的朝
美首脑会晤取得符合各方利益和国

际社会期待的积极成果。如果双方
能一步步扎实落实首脑会晤共识，
朝鲜半岛无核化将打开新的重大局
面。朝方感谢并高度评价中方在推
动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
及有关各方一道，推动构建朝鲜半
岛持久牢固和平机制，为实现半岛
持久和平共同努力。

会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
大会堂北大厅为金正恩委员长举行
欢迎仪式。

会谈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为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欢迎宴
会并共同观看演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国家副
主席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
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国
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参加有关
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崔龙
海，内阁总理朴凤柱，中央副委员
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中央副委员
长、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中央副
委员长、科教部部长朴泰成，人民武
力相努光铁，外务相李勇浩等参加
有关活动。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记

者侯丽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19 日
在人民大会堂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
莱斯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
建立中玻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玻关
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玻建交33年来，
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当前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中方赞赏玻方坚定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积极响应“一带
一路”倡议，大力推动深化中拉关
系。我们愿同玻方一道，以两国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为重要契机，不断
深化各领域交流和合作，推动两国
关系迈上新台阶、开辟新前景。

习近平强调，中玻要做政治互信
的友好伙伴，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加强
各领域各层级往来。要做务实合作
的发展伙伴，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加

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同打造投资、贸
易、服务并举的合作新模式。中方对
进口更多的玻利维亚特色农牧产品
持开放态度。中玻都是文明古国，要
做文明互鉴的亲近伙伴，探讨利用先
人智慧更好应对当今问题。要做多
边协作的战略伙伴，继续就联合国事
务及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重大国
际问题紧密协调立场，共同维护发展
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共同建设相互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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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拉莱斯表示，玻利维亚人民对
中国深怀好感，钦佩中国的发展理念
和成就，高度评价中国为世界和平与
发展、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的
重要贡献。中国支持和帮助玻利维
亚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附加政治条件，
玻利维亚高度信任中国，愿意密切同
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

路”，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深化
拉中合作关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
公平正义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拉合作的实质
是南南合作，体现为相互帮助、相互
支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方一
贯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原则基础
上推进同拉美国家合作，“一带一
路”为中拉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中方愿同玻方共同推动中拉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持续稳步发展。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民族玻利维
亚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并共同见证了共建“一带一
路”等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为莫拉莱斯举行欢迎仪式。
杨洁篪、张春贤、王毅、何立峰、何维
等参加。

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记者张雪报道：个人所得税
法修正案草案今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按照现行
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为
3500元/月，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
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草案将上述综合所得的基
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6万元/年）。

这一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
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前瞻性。按此标准并结
合税率结构调整测算，取得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的纳
税人，总体上税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特别是中等以下
收入群体税负下降明显，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
费能力。 （相关报道见第五版）

6月19日，美方在推出500亿美

元征税清单后，又变本加厉，威胁将制

定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美方屡屡

采取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背离中

美双方多次磋商共识，也令国际社会

十分失望。对此，中方捍卫正当利益

的立场和决心没有变化，不得不自卫

反击，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

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中方坦

然面对再一次表明，中国将按既定节

奏，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定推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体

系。可以预期，中国经济整体将保持

稳定健康发展的态势。

美方挑起中美贸易争端至今，行

为反复无常，态度出尔反尔，毫无作为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应有的尊严和体

面。自美方挑起争端以来，中方在坚

守底线不动摇的情况下，也在数轮磋

商中尽最大可能寻求中美两国和人民

的利益共同点，这体现了中国作为一

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态度。

然而，中方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美

方善意的回应。美方屡次反复并不断

升级事态的行动表明，美中贸易逆差

恐怕只是美方挑起争端的借口，这在

本质上透露出美国国内一部分人对中

国发展不可言说的焦虑，以及试图打

乱中国发展节奏的阴暗心态。更深层

次看，美国这种焦虑是建立在“国强必

霸”的陈旧思维基础之上的，“只有那

些习惯于威胁他人的人，才会把所有

人都看成是威胁”。

面对强权的胁迫，退让没有出

路。中国有底气按照“中国节奏”，采

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

施，有力应对贸易战。

美方的变本加厉难撼中国经济

稳定发展大势。中国经济的“韧性”已

在全球市场的风雨之中反复经受过检

验。从基本国情来看，我们有着世界

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为中国

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从经济

结构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近

年来一直稳定在60%左右，基础性作

用越来越强大。可以说，中国潜力巨

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坚定不移推进改

革开放的决心，将成为我们在这场贸

易战中的最大底气。

此外，我们要看到美国自身虚弱

的一面。尽管近期美国主要经济指标

向好，但当前美国经济的资产价格高、

能源价格高、债务水平高等“三高”问

题同样十分突出，其货币政策不得已

地持续收缩极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

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全国商业经

济协会（NABE）日前一项调查显示，半

数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

济将于2019年底2020年初步入衰退，

四分之三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目前

的贸易政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对美方升级贸易战的自卫

反击，更是对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

体制的维护。当前全球产业链“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如果美方对中国的

产品征税，势必增加中间产品零部件

出口商的成本，势必引发全球产业链

的连锁反应，全球经济增长、全球贸易

也会因之受到重创，从而引发外部需

求的萎缩，对世界经济来之不易的复

苏造成重大冲击。

总而言之，我们不愿意打贸易

战，但既然有人要把贸易战强加到我

们头上，我们必将用针锋相对的自卫

反击来回应，直到让一些人切身感受

到贸易战的危害为止。那种妄图通

过施压或恫吓使中国屈服的想法，当

年没有成功过，今天同样没有成功的

可能。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
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李克强王沪宁王岐山参加有关活动

6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当日抵京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金正恩委员长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习近平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立中玻战略伙伴关系

6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

大会堂北大厅为莫拉莱斯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美方变本加厉难撼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大势
连 俊

个税起征点拟提至5000元/月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

不动产登记与房地产市场走向关系几何

美国经济拉响衰退警报

不能让商务“潜规则”长期“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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