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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放宽或取消汽车限购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 8 月 27 日
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
业消费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指出，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流通扩大
消费。为推动流通创新发
展，优化消费环境，促进商业
繁荣，激发国内消费潜力，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意见》提出了20条稳定
消费预期、提振消费信心的
政策措施。主要内容包括：

创新流通发展

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促
进流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推动传统流通企业创新转型
升级，在城市规划、基建配
套、用地保障等方面给予支
持。改造提升商业步行街，
对步行街基础设施、信息平
台建设等予以支持。将社区
便民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促进形
成以乡镇为中心的农村流通
服务网络。加快发展农产品
冷链物流，完善农产品流通
体系。落实允许综合保税区
内加工制造企业承接境内区
外委托加工业务的政策。抓
紧调整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商品清单。

培育消费热点

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探
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
的具体措施，支持购置新能
源汽车，促进二手车流通。
支持绿色智能商品以旧换
新。活跃夜间商业和假日消
费市场，完善交通、安全、场
地设施等配套措施。搭建品
牌商品营销平台，保护和发
展中华老字号品牌。

深化“放管服”改革

加快连锁便利店发展，
探索优化食品经营许可条

件，放宽发行书报刊的审批
要求，支持地方探索“一照多
址”登记，开展简化烟草、乙
类非处方药经营审批手续试
点。取消石油成品油批发仓
储经营资格审批，下放成品
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

强化财税金融支持

降低流通企业成本费
用，推动工商用电同价、总分
机构汇总纳税政策进一步
落实。研究扩大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适用范
围，加大对高性能物流设备
进口的支持力度。发挥财
政资金引导作用，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

优化市场流通环境

强化消费信用体系建
设，严厉打击线上线下销售
侵权假冒商品、发布虚假广
告等违法行为，积极倡导企
业实行无理由退货制度。

我国年内预计将在50个城市
建设超过5万个5G基站

外交部回应七国集团峰会涉港声明
莫再居心叵测、多管闲事、图谋不轨

新华社北京 8月 27 日
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7日
在谈到七国集团峰会涉港声
明时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
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
个人都无权干预。七国集团
成员不要再居心叵测、多管
闲事、图谋不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据报道，七国集团峰
会发表领导人声明，其中重
申《中英联合声明》的存续性
和重要性，呼吁避免暴力。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对七国集团峰会
领导人声明对香港事务说三
道四、指手画脚表示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耿爽说，“我
们多次强调，香港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
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

耿爽说，发生在香港的游
行示威和暴力活动已经持续
了两个多月，香港的法治、社
会秩序、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
受到了严重冲击。没有人比
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中国人
民更关心香港的繁荣稳定。

“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
会处理好。请七国集团成员
不要再居心叵测、多管闲事、
图谋不轨。”他说。

耿爽指出，《中英联合声
明》的终极目的和核心内容
是确定中国收回香港，对香
港恢复行使主权。随着香港
回归祖国，中国政府依照宪
法和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
治。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任何国家和组织
无权假借《中英联合声明》干
涉香港事务。

本报讯 8月27日，河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
于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期间郑州市部
分区域调休的通告》（以下简
称《通告》），提出，第十一届
全国民族运动会期间，郑州
部分区域调休。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2019
年9月8日至16日在郑州市
举行。根据《通告》，经国务
院同意，郑州市部分区域（中
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
区、惠济区、郑东新区、郑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郑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中央驻
郑、省直和郑州市的机关、事
业单位（包括学校）和社会团

体安排调休，8月31日（星期
六）和9月21日（星期六）正
常上班，9月9日（星期一）和
9月 16日（星期一）调休放
假。证券、期货交易机构正
常运行，不作调休。企业和
其他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
行安排。

《通告》提出，调休期间，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做
好值班值守、安全生产、安保
维稳、卫生防疫等各项工作，
确保社会生产生活正常进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盛会期间郑州部分区域
机关、事业单位等安排调休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据新华社重庆8月27日
电 27日，在2019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举办的5G
智联未来高峰论坛上，工业和
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
长韩夏透露，根据当前规划，
2019年我国预计将在50个
城市建设超过5万个5G基
站。

今年6月6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四家
企业发放了5G商用牌照，标
志着我国5G正式进入商用
推广发展新阶段。截至目
前，我国5G商用发展开局良
好，产业生态不断成熟，网络
建设方面稳步推进。

“共和国勋章”8名建议人选公示
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包括河南籍的申亮亮等28人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
电 关于“共和国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的公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党中央决定，首
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集中评选颁授，隆重表
彰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
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
物。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
署，在各地区各部门反复比
选、集体研究的基础上，经组
织考察、统筹考虑，产生8名

“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28
名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
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
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有
关人选情况予以公示，公示
时间从2019年8月27日起，
至9月2日止。如对建议人
选有异议，请于公示期间通
过电话、邮件、信函等方式向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反映。
电话：（010）55604941
传真：（010）55604946
电子邮箱：gxrybz@163.com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
盛胡同19号
邮政编码：100032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8月27日

“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敏，男，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申纪
兰，女，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
党总支副书记；孙家栋，男，原
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科技
委主任；李延年，男，原54251
部队副政治委员；张富清，
男，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来凤
支行原副行长；袁隆平，男，国
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原
主任；黄旭华，男，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原
所长；屠呦呦，女，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
究中心主任。

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漪，女，上海市杨浦高
级中学名誉校长；卫兴华，
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
原主任、教授；王蒙，男，原文
化部部长；王文教，男，原国
家羽毛球队总教练；王有
德，男，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党委
书记、局长；王启民，男，大
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
理助理；王继才，男，江苏开
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燕尾
镇开山岛村原党支部书记；
艾热提·马木提，男，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皮山县
公安局原副局长；布茹玛
汗·毛勒朵，女，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乌恰县吉根乡护边

员；叶培建，男，中国空间
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
员；申亮亮，男，原65307部
队70分队班长；朱彦夫，男，
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
村原党支部书记；麦贤得，
男，原91708部队副部队长；
李保国，男，河北农业大学教
授；李道豫，男，原中国驻美
国大使；吴文俊，男，中国科
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张超，男，92950部队
原飞行中队长；南仁东，男，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原首
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秦怡，
女，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艺委会顾问、一级演员；都贵
玛，女，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
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牧
民；热地，男，全国人大常委
会原副委员长；顾方舟，男，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原院校长、研究员；高铭
暄，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高德荣，男，云南省怒
江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郭兰英，女，中国歌剧舞剧院
一级演员；董建华，男，全国
政协副主席；程开甲，男，原
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
员；樊锦诗，女，敦煌研究院
名誉院长、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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