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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报道

本报北京8月23日讯 记者
张雪报道：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今日向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作《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并提请审议。

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6.3%，城镇新增就业737万
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
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2%，外汇
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实物量
指标与经济增长基本匹配。“总的来
看，我国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的运行态势，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处
在合理区间。”何立峰表示。

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狠抓宏
观政策落地见效，经济运行保持稳
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深
化增值税改革、小微企业普惠性减
税、降低社保费率、设立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清理规范政府性
基金等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全
面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
度，综合实施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定向降准和中期借贷便利等措施，
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此外，上半年各部门聚焦振兴

实体经济，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努力
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其中，农业
生产保持稳定，夏收粮油再获丰收，
夏粮总产量14174万吨、增产293万
吨。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上半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
其中私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8.7%，同比有所加快，制造业技术改
造投资增长13.1%。积极推动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
增长7%。科技支撑和新兴产业引领
作用不断增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9%、投资增长10.4%，
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12.6%。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显示——

宏 观 政 策 落 地 见 效 经 济 运 行 保 持 平 稳

本报北京8月23日讯 记者
张雪报道：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
长刘昆今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今
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提
请审议。他表示，总的看，今年以来
预算执行情况较好，有力保障了党
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
落实。

报告显示，1月至7月，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125623.08 亿元，
增长 3.1%，增幅同比回落 6.9 个百
分点，主要受减税降费政策效应、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去年同期基
数较高等因素影响。全国一般公共

预 算 支 出 137963.26 亿 元 ，增 长
9.9%，增幅同比提高2.6个百分点，
保持了较强的支出力度。

此外，报告显示，1月至6月，全
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41167.7亿元，
增长10.2%。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4115.12 亿元，增长 16.3%。截至 6
月底，基金累计结余96734.51亿元。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今年我国出台实施近年来力度最大
的减税降费政策。据统计，1月至6
月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1709亿
元，其中今年新出台减税政策共计
减税5065亿元，在减轻企业负担，
稳定市场预期，促进企业加强研发、

增加投资和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在深化增值税改革方
面，4 月 1 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
16%的税率降至 13%，将交通运输
业、建筑业等行业10%的税率降至
9%，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对生产、
生活性服务业加计抵减，试行增值
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在实施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方面，大
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
型微利企业标准，加大所得税优惠
力度，政策范围覆盖95%以上的纳
税企业。1月至6月小微企业普惠
性税收政策减税1164亿元，其中民
营经济市场主体减税额占88%。

1月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3.1%和9.9%

预算执行情况较好有力保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让“祸港四人帮”无处遁形
辛识平

连日来，随着媒体不断揭露，黎
智英、李柱铭、陈方安生、何俊仁等

“祸港四人帮”的劣迹恶行大白于天
下。从香港到内地再到海外，广大
中华儿女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愤
慨，纷纷痛斥他们就是“当代汉奸”

“民族败类”“英美走狗”，就连一些
西方媒体也谴责“暴力事件被搬上
了香港的舞台，成为某些人或某些
派别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

“这还是我认识的香港吗？”两
个多月来，香港社会持续动荡，种种
违法暴力活动令人震惊。是谁在祸
港乱港？是谁让“东方之珠”蒙尘？
在此次香港修例风波中，“祸港四人
帮”上蹿下跳、肆意妄为，演出了一
幕幕“反中乱港”的丑剧。

黎智英出钱又出力，利用其掌控
的媒体制造恐慌、混淆是非，不遗余
力煽动违法犯罪行为；李柱铭公开抹
黑香港特区政府修例，蛊惑民众与特
区政府和警方进行暴力对抗，公然教
唆犯法；陈方安生利用前政府高官身
份鼓动现职公务员参与罢工示威，企
图瘫痪特区政府运作，炮制“年轻人
别无选择”的歪理邪说，美化激进分
子的暴行；何俊仁不断煽动暴力、诋
毁警方，推动暴力行径愈演愈烈；黎
智英、李柱铭、陈方安生等一个个飞
往美国，与一些美国政客暗通款曲，
接受“洋大人”的“犒赏”和指令……

大量事实表明，以“祸港四人帮”
为代表的一小撮人与西方反华势力
内外勾结、兴风作浪，妄图搞乱香港、
阻扰中国发展，他们是香港社会的

“乱源”，是香港之敌、国家之害！
“祸港四人帮”在修例风波中的

丑陋表演，是其拙劣品行、卑劣手段
和政治图谋的一次集中暴露，让世人

进一步看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长期
以来，他们数典忘祖、卖港求荣，毫无
民族气节和家国之念，甘当西方反华
势力的忠实“鹰犬”；他们权欲膨胀、
利欲熏心，进行政治投机，处心积虑
地让年轻人当棋子和炮灰，妄图毁掉
香港前途和市民福祉以逞一己之私，
是用心险恶的“阴谋家”“野心家”；他
们满口“仁义道德”“民主法治”，实际
上却鼓吹违法、大收“黑金”、丑闻缠
身，是不折不扣的“两面派”。

青史昭昭，人心如镜。中华民
族向来是非分明、嫉恶如仇，对汉奸
叛徒等民族败类更是痛加鞭挞、毫
不留情。最近，越来越多的香港市
民看清了“祸港四人帮”等“反中乱
港”分子的丑恶嘴脸，发出了“反暴
力、救香港”的正义呼声。一切爱国
爱港的人们都站出来，敢于激浊扬
清、扶正祛邪，“祸港四人帮”之流必
将无处遁形！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愿香港繁荣稳定。”“内地与香
港血浓于水，应携手努力，为美好的
未来拼搏！”……

连日来，广大内地青年心系香
港，针对香港当下局势，通过多种方
式纷纷表达心声。他们表示，香港
不能再乱下去了，希望与香港青年
一代携手并肩，团结一致，汇聚力
量，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
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香港局势，牵动无数内地青年
的心。

“揪心！痛心！”看到近期香港
发生的违法暴力事件，中国人民大
学附属中学青年教师杨悦这样感
叹。“香港青年尤其是学生应该是极
具国际视野、朝气蓬勃的一代人。
要牢记，香港是中国的香港，祖国才
是永远的港湾。”

天南海北、线上线下，广大内地
青年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不能让香
港再乱下去了。正如微博网友“闲
庭枣园人180538”所说：“大家共同
努力，才能救香港。”

“东方明珠”，不能黯淡下去。
四川省德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团支部

书记李丕业说，祖国的未来，依托于
青年的奋斗。在广大内地青年心
中，一直希望香港尽快走出混乱，恢
复往日的宁静。

“我去过很多次香港，和所有香
港青年一样深爱这座城市。我们都是
有梦想的年轻人，应该保持理性，维护
法治，共同守护香港安宁。”北京德恒

（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裕秀说。
在网络上，不少青年网友自发传

播爱国爱港声音。继“饭圈女孩”集体
“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中国）”后，
“帝吧网友”也开始行动，和爱国护港
的青年人一起，传递爱国情感，呼吁
内地和香港青年团结一致。

在校大学生邓鹏卓一直关注着
香港局势，在她看来，香港暴乱分子
不能代表大多数香港青年。“尽管成
长环境不同，但丝毫不妨碍香港青
年与内地青年的友谊，因为共同的
文化基因决定了彼此有对话的基
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让我们相互
理解和进步。”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很多内地
青年表示，在人生的大好年华，内地
和香港青年应携手逐梦圆梦，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
“今年年初我到香港参加马拉

松比赛，真切感受到了香港人的热
情好客与拼搏精神。我接触的香港
青年人都表示愿意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努力。”今年27岁的在广
州从事金融行业的梁水辉说。

近一段时间，很多爱国爱港的
内地和香港青年携手努力，用多种
方式守护香港，为香港的稳定繁荣
贡献一份力量。

“很骄傲与发热发光的青年们
一起做好事，发心声，向上走，守护
香港与你同在！”1992年出生的湖北
姑娘许潮参加了在添马公园举行的

“守护香港行动”。她说，社会混乱
和失控是每一个中华儿女最不希望
看到的！

曾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目前
在宁波高校执教的青年人苏姝说：

“此时此刻，大家更应该团结一心，
应该用良知、正气和行动守护香港，
汇聚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
香港繁荣稳定的正能量。”

文/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团 结 一 致 汇 聚 力 量
——广大内地青年寄语香港携手解决问题上下一心共谋发展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记
者史竞男 张漫子）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精品出版物展日前亮相正在
举办的第 26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
会。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优秀出版物，展现了中
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和繁荣气象。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70周年精品
出版物展旨在集中展示一批思想性、
艺术性、可读性相统一的主题出版物，
充分发挥展览教育作用，激发出版行
业和人民群众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营
造庆祝祖国华诞的浓厚氛围。

展览设置了精品图书展、精品
期刊展、进出口精品出版物展、新中
国图书版本展4大板块，共展览展示
图书4000余册、期刊1000余种。

其中，精品图书展集中展示了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学习读物，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业践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
现新时代改革特色的系列出版物，

“五个一工程”“中国出版政府奖”
“中国好书”等获奖图书以及国家出
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图书；精品期
刊展展示了历届国家期刊奖、中国

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中国百强报刊、
中国期刊方阵等评奖推优活动中的
获奖期刊以及我国 1949—2019 年
各年度创办和复刊出版的具有代表
性的期刊创刊号、复刊号等；进出口
精品出版物展展示了通过实物出
口、版权贸易等方式，我国从海外引
进以及向海外输出的精品图书和期
刊，包括入选丝路书香工程和经典
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优秀图书；新
中国图书版本展展示了 1949 年至
今出版的优秀图书的经典版本，如

《毛泽东选集》《红旗谱》《青春之歌》
等 一 批 具 有 珍 贵 历 史 价 值 的 出
版物。

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表示，新时
代呼唤更多精品力作，要紧扣时代
脉搏，努力推出更多弘扬中华文化、
展现时代风采的出版精品，为人民
群众奉献丰富有益的精神食粮。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精品出版物展
亮 相 第 26 届 图 博 会

据新华社电 （记者史竞男 张
漫子） 第 26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
会21日在京开幕，继2016年以东欧
16 国身份担任主宾国后，罗马尼
亚今年再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图
博会，主题为“罗马尼亚——一书
之遥”。

罗马尼亚主宾国展台总面积达
300平方米，有20多家出版、文化单
位，及部分罗马尼亚知名作家、出版
人、艺术家代表参展。

图博会现场，罗马尼亚举办了
新书发布、中罗文化交流、版权签约
等活动；罗马尼亚文化部门还在罗

马尼亚文化中心、中国油画院美术
馆等地举行了 20 余场文学艺术和
版贸交流活动。

“今年是罗马尼亚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交 70 周年，我们会继续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支持和发展中罗人文交流。”刚刚
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
罗马尼亚翻译家罗阳表示，中国
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中国梦同各
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希望以
书为媒，扩大文化交流，促进民
心相通。

第 26 届图博会举办主宾国
罗马尼亚出版文化交流活动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记
者温馨） 针对美国国会参议院多
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近日有关涉港言
论，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3日表示，这
种公然煽动暴力对抗、堂而皇之干
涉他国内政、蓄意挑拨中国与他国
关系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
袖麦康奈尔近日在美国媒体上发表
署名文章《我们与香港在一起》，称
发生在香港的动荡是北京系统性压
迫国内人民以及在国际上寻求霸权
的结果。每一个民主国家都必须作

出选择：要么加入自由公平的国际
体系，要么追随压迫、监视人民的中
国 并 成 为 其 附 庸 。 你 对 此 有 何
评论？

耿爽说，美方有关政客对近期
香港发生的暴力违法事件非但没有
半点谴责，对自己国家插手香港事
务的错误行径非但没有半点反思，
反而批评指责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止
暴制乱、恢复秩序，抹黑诋毁中国的
社会制度和内外政策。“这种公然煽
动暴力对抗、堂而皇之干涉他国内
政、蓄意挑拨中国与他国关系的做
法令人无法接受。”

耿爽表示，美国总统林肯曾经
说过，“你可能在某个时刻欺骗所有
人，也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些人，
但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

他说：“我把林肯总统这句话送
给某些人，希望他们听听林肯总统
的忠告，不要再信口雌黄地抹黑，
居心叵测地挑拨，煞有介事地恫
吓。这么做下去，违背的是中国人
民的民意，挑战的是世界人民的智
商。”

耿爽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不得
插手，不得干预，不得胡作非为。

外交部驳斥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涉港言论

新华社长春8月23日电 第十二
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开幕式暨第
十届东北亚合作高层论坛23日在吉
林长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开幕
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胡春华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
信高度肯定东北亚地区的发展活
力，指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为拓展
和深化地区合作带来的重大机遇，
以及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面临的有
利条件，对开展发展战略对接、建设

开放型区域经济提出了殷切希望，
必将对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北亚各
国经贸合作，发挥重要的引领和促
进作用。

胡春华指出，东北亚是亚洲乃
至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
之一，当前加强区域合作面临有利
条件和难得机遇。中方愿同东北亚
各国一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化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进一步扩大
贸易规模，拓展投资与产业链合作、
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为促

进东北亚地区繁荣发展做出更多
贡献。

胡春华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
的基本国策。中国将进一步开放市
场、保护外商投资，更大力度保护知
识产权。当前，中国经济总体运行
平稳、稳中有进，一个更加开放、繁
荣的中国，必将为东北亚乃至世界
各国企业创造更多的商机。希望大
家用好中国—东北亚博览会这一平
台，深入沟通交流，达成更多务实的
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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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23 日电
（记者周文其 方栋） 香港特区

政府多个部门23日举行跨部门记者
会表示，香港近期发生的滋扰活动
及暴力行为，对经济民生等产生较
大负面影响，呼吁市民不要参加妨
碍社会秩序的活动，共同维护香港
的繁荣稳定。

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
帆表示，作为国际航空枢纽，香港航
空、旅游、贸易、物流等行业都受到
严重损害。8月1日至21日，香港国

际机场客运量约 416 万人次，较去
年同期减少约54万人次，货运量也
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4％。

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
长邱腾华强调，8月15日至20日，访
港 旅 客 人 数 比 去 年 同 期 下 跌 了
49.6％，这是近年最大的跌幅，情况令
人担忧。酒店业也受到较大冲击，去年
8月酒店平均入住率达90％，但今年8
月个别地区酒店入住率跌幅超过一
半。希望未来社会秩序可以恢复，对市
民和经济的负面影响能够逐渐消除。

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
伟雄表示，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外界对
智慧灯柱有不少失实传言，其实智慧
灯柱没有人脸识别功能，也不能够读
取身份证资料，不会侵犯个人隐私。

“智慧灯柱是智慧城市蓝图的
一部分，开放数据、发展香港成为智
慧城市是社会共识。政府会以高透
明度、开诚布公的方式，与智慧灯柱
技术咨询专责委员会一起努力，并
和区议会保持沟通，消除公众对保
护隐私方面的疑虑。”杨伟雄说。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23 日电
（记者白瑜） 为表达爱国爱港诉

求，“守护香港大联盟”组织联合香
港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23日晚发起

“守护香港，风雨同舟”大行动。
近 600 辆车身上张挂中国国

旗、贴着“我爱香港、我爱中国”等标
语的出租车，分别从港岛筲箕湾、九

龙尖沙咀出发，围绕港岛、尖沙咀前
往观塘、尖沙咀前往荃湾的主要道
路行驶。

为抗议香港激进暴力示威游行
给香港带来的伤害，香港出租车司机
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广大市民和游客
展示香港的正面形象，呼吁香港社会
共同反对暴力，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守护香港大联盟”组织召集人
兼发言人黄英豪表示，近两个多月
以来，香港社会出现了令人担忧的
现象，激进示威者不但肆意堵塞交
通，还在机场等地滋扰旅客，损害了
香港的对外形象。但是，这些毕竟
只是少数人的行为，绝大多数香港
市民都是文明守法、热情好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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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8月23日电 记
者陈力报道：8月23日，第11届中国
国际民间艺术节在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开幕。

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创办于
1990年，是每三年举办一届的大型
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本届艺术节由
中国文联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主办、呼和浩特市政府承办、内蒙古
自治区文联协办，为期6天，汇集了
来自13个国家的600 多位艺术家。
他们以增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弘
扬“一带一路”精神、促进中外民心
相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
宗旨，将在剧院、广场以及农村开展
多场惠民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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