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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
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加快发展冰雪产业
大力发展“互联网+体育”

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
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
日说，中方对所罗门群岛政
府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
关系”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
表示高度赞赏。至于中国何
时与所罗门群岛正式建交，
中国有句古语，瓜熟蒂落，水
到渠成。

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
16日，所罗门群岛执政党团
会议以27票支持、0票反对、
6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与
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的
最终决定。同日，所罗门群
岛政府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上
述决定。

“我们支持所罗门群岛

作为主权独立国家自主作出
的这一重要决定。”华春莹在
例行记者会上说。

华春莹表示，世界上只
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
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
个基本事实，也是国际社会
的普遍共识。在一个中国原
则基础上，中国已经同世界
178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
关系。

她说，所罗门群岛作出
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同中国
建交的决定，再次充分证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我们
欢迎所罗门群岛政府抓住历

史机遇，作出站在历史正确
一边的选择，在一个中国基
础上早日融入中国同太平洋
岛国合作大家庭。中方愿与
所方共同努力，开启两国关
系发展的新时代。

“至于中国何时与所罗
门群岛正式建交，中国有句
古语，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华春莹说。

对于台湾岛内个别人有
关言论，华春莹说，这充分暴
露了他们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的心态。习惯于“金钱买外
交”的人可能理解不了，原则
是买不来的，信任也是买不
来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

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签
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7
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
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
号。

根据主席令，授予于敏、
申纪兰（女）、孙家栋、李延
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
屠呦呦（女）“共和国勋章”。

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
斯（古巴）、玛哈扎克里·诗琳
通（女，泰国）、萨利姆·艾哈

迈德·萨利姆（坦桑尼亚）、加
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
科娃（女，俄罗斯）、让-皮埃
尔·拉法兰（法国）、伊莎白·
柯鲁克（女，加拿大）“友谊勋
章”。

授予叶培建、吴文俊、
南仁东（满族）、顾方舟、程
开甲“人民科学家”国家荣
誉称号；授予于漪（女）、卫
兴华、高铭暄“人民教育家”
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王蒙、
秦怡（女）、郭兰英（女）“人
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艾热提·马木提（维吾
尔族）、申亮亮、麦贤得、张

超“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
号；授予王文教、王有德（回
族）、王启民、王继才、布茹
玛汗·毛勒朵（女，柯尔克孜
族）、朱彦夫、李保国、都贵
玛（女，蒙古族）、高德荣（独
龙族）“人民楷模”国家荣誉
称号；授予热地（藏族）“民
族团结杰出贡献者”国家荣
誉称号；授予董建华“‘一国
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
誉称号；授予李道豫“外交
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
称号；授予樊锦诗（女）“文
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
誉称号。

外交部回应中国何时与所罗门群岛正式建交

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

台湾舆论痛批：“断交”的“始作俑者”是蔡英文
新华社台北 9月 17 日

电 所罗门群岛政府日前宣
布与台当局断绝所谓“外交
关系”，受到台湾舆论高度关
注。台湾媒体评论说，民进
党当局“3年断6个”，口口声
声要提升“国际能见度”，却
在不断升高对大陆挑衅中落
得“活动空间”日趋萎缩的下
场；相关学者则投书指出，拒
绝接受“九二共识”的台当局
领导人蔡英文才是“始作俑
者”，与其倚仗外国势力撑腰
和花大把钞票“巩固邦交”，
不如好好改善两岸互信。

16日傍晚，蔡英文召开
记者会，指称“中国打压台湾
人的国际空间”。岛内媒体
对此直批：“怪东怪西，就是
不见检讨执政团队。”中天电
视台评论说，民进党上台3
年4个月断了6个“邦交国”，
可谓“交不到新朋友，旧朋友
也留不住”。

中国国民党16日晚发
新闻稿表示，面对“断交”不
断增加，民进党当局始终检

讨别人，将责任推给大陆，甚
至台湾的在野党，就是不见
民进党自我省思当前问题的
根本症结。若民进党的外事
及两岸政策不改弦易辙，台
湾的“国际空间”恐仍持续严
重压缩。化解两岸敌意、增
进彼此善意，才是正本清源
之道。

《联合报》17日发表短
评指出，蔡当局“一再卷入中
美对抗沦为祭品，‘踏实外
交’不断踩空”。“现在该知
道：委身押注美国，并非万无
一失。”

该报还刊载台湾政治大
学副教授黄奎博的文章说，
蔡英文提到很多引起“断交”
的因素，就是不承认因为两
岸相对和平的“现状”被打
破，“外交休兵”的默契已消
失。即使“邦交”数直落，民
进党当局的“外交预算”仍逐
年增加，且“机密预算”增加
了14亿新台币，还希望借美
国之力防止“邦交”易帜。但
其实这是缘木求鱼，因为只

靠增加“外交预算”和拜托美
国介入，却不思改善两岸关
系，只会点燃台海“外交战
火”。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讲座
教授陈一新17日在《中国时
报》上撰文说，“断交”的“始
作俑者”自然是拒绝接受“九
二共识”的蔡英文。台湾政
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
修的评论文章则指出，与其
花大把钞票“巩固邦交”，不
如回头好好改善两岸互信。

关于蔡英文妄称大陆搞
“金钱外交”，台湾舆论也用
事实予以“打脸”。据岛内媒
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其实早
派出涉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
责人赴所罗门群岛，奉送“新
援助计划”，未料人刚到就被

“断交”。“时代力量”民意代
表黄国昌则在脸书上爆料，
今年3月台涉外事务主管部
门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谅解
备忘录中，承诺提供9亿元
新台币贷款，助其修建2023
年太平洋运动会体育场。

叶选平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
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
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八
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叶
选平同志，因病于2019年9月
17日12时50分在广东逝世，
享年95岁。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体育产业在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强化体育产业要素保障，
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热情，推
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让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意见》提出了10个方面
政策举措。一是深化“放管服”
改革，释放发展潜能。深化全
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制定
体育赛事活动办赛指南、参赛
指引，推进公共体育场馆改革，
推动公共资源向体育赛事活动
开放。二是完善产业政策，优
化发展环境。落实已有税费政
策，完善体育无形资产评估制
度，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三是
促进体育消费，增强发展动
力。优化体育消费环境，出台
鼓励消费政策，开展促进体育
消费试点，实施全民健身行动，
探索实行学生运动技能标准达
标评定制度。四是建设场地设
施，增加要素供给。优化体育
产业供地，鼓励利用既有设施
改造及合理利用公园绿地、市
政用地等建设体育设施，组织
实施全民健身提升工程，挖掘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潜力，

建立体育场馆安保等级评价制
度。五是加强平台支持，壮大
市场主体。研究设立由政府出
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中国
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建设体育
产业发展平台，推动体育社会
组织发展。六是改善产业结
构，丰富产品供给。提升体育
服务业比重，支持体育用品制
造业创新发展，推动体育赛事
职业化，支持校际体育赛事发
展，加快发展冰雪产业，大力发
展“互联网+体育”。七是优化
产业布局，促进协调发展。打
造体育产业增长极，差异化发
展区域特色体育产业，推动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马拉
松、自行车等系列体育赛事。
八是实施“体育+”行动，促进
融合发展。推动体医融合，开
展运动促进健康指导，鼓励体
旅融合，实施体育旅游精品示
范工程，加快体教融合，引进专
业人员和机构等为学校体育课
外训练和竞赛提供指导。九是
强化示范引领，打造发展载
体。鼓励建设体育服务综合
体、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加强体
育产业基地建设与管理，探索
体育产业创新试验区建设。十
是夯实产业基础，提高服务水
平。要加强体育产业人才培
养，完善体育产业统计体系。

《意见》要求，各有关部门
要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协同联
动，各地区要建立相关协调机
制，强化政策衔接，确保时效。

央行发布公告

开展MLF操作2000亿元
利率不变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
电 中国人民银行17日发布公
告称，开展1年期限中期借贷便
利（MLF）操作2000亿元，利率
3.3%，与此前的利率相同。

据了解，新版LPR的第二
次报价将于9月20日公布，将
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指

MLF利率）加点形成。央行
在当日2650亿元MLF到期
的情况下，利率不变进行了缩
量续作。

当日央行未开展逆回购
操作。因当日还有800亿元
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流动性
净回笼14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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