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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读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为落实
中美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2018
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发布公告，从2019年1月1日起，对原
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暂停加征关
税3个月。2019年3月31日，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从2019年
4月1日起，继续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

及零部件暂停加征关税，暂停加征关税
措施截止时间另行通知。

2019年5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
自2019年5月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
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
率由 10%提高到 25%。2019 年 8月
15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
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分

两批自2019年9月1日、12月15日起
实施。美方上述措施导致中美经贸摩
擦持续升级，违背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
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

为捍卫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合
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等法律法规

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经国务院批准，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2019年
12月15日12时01分起，对原产于美
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恢复加征25%、5%
关税。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续开
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恢复
加征关税的汽车及零部件商品，将纳入
第三批可申请排除的范围，接受申请办
法将另行公布。

中方希望，美方继续按照两国元首阿
根廷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回到磋
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和中方一道朝
着终止经贸摩擦的目标做出切实努力。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
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恢复加征关税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2019年
8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对自华进口
的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
分两批自2019年9月1日、12月15日
起实施。美方措施导致中美经贸摩擦
持续升级，极大损害中国、美国以及其
他各国利益，也严重威胁多边贸易体制
和自由贸易原则。

针对美方上述措施，中方被迫采取

反制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等法律
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经国务院批
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
产于美国的5078个税目、约750亿美
元商品，加征10%、5%不等关税，分两
批自2019年9月1日12时01分、12月
15日12时01分起实施。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续开展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750亿美
元商品清单中，经审核确定的排除商品，
按排除办法，不加征我为反制美301措
施所加征的关税；未纳入前两批可申请
排除范围的商品，将纳入第三批可申请
排除的范围，接受申请办法将另行公布。

中方采取加征关税措施，是应对美
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之

举。中方再次重申，对于中美两国，合
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
好的未来。希望中美双方以相互尊重、
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
提，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分歧，
积极构建平衡、包容、共赢的中美经贸
新秩序，共同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
贸易体制，促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互
利共赢合作。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
对原产于美国的约75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文
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提出了9项激发文化和旅

游消费潜力的政策举措。一是推出消
费惠民措施。继续推动国有景区门票
降价，拓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信贷业务。
二是提高消费便捷程度。推动实施移
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鼓励把文化消
费嵌入各类消费场所；改造提升演出
场所和博物馆配套服务设施，提升消
费场所宽带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水平。
三是提升入境旅游环境。鼓励各地开
发一批适应外国游客需求的旅游线
路、目的地、旅游演艺及特色商品，完
善入境游客移动支付解决方案，提升
消费场所多语种服务水平。四是推进
消费试点示范。确定一批国家文化和
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和示范城市并动态
考核，鼓励建设集合文创商店、特色书
店、小剧场等多种业态的消费集聚
地。五是着力丰富产品供给。鼓励打
造中小型、主题性、特色类的文化旅游
演艺产品，推动星级旅游民宿品牌化

发展；积极发展休闲农业，推出一批
乡村旅游重点村；推进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建设，支持红色旅游创新、融
合发展。六是推动景区提质扩容。
推动景区设施设备更新换代、产品创
新和项目升级，优化游览路线和方
式；强化智慧景区建设，推广景区门
票预约制度。七是发展假日和夜间
经济。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加强节假
日及高峰期交通管理；大力发展夜间
文旅经济，建设一批国家级夜间文旅
消费集聚区。八是促进产业融合发
展。支持邮轮游艇旅游、非物质文化
遗产主题游等业态发展，促进文化、旅
游与现代技术相互融合，发展新一代
沉浸式体验型文化和旅游消费内容。
九是加强市场监管执法。严厉打击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
安全管理，强化对文化娱乐和旅游设施
的质量安全监管。

《意见》还从强化政策保障、加强组
织领导等方面提出了若干保障措施，要
求用好各类资金支持各地文化和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
作用，增加优质消费供给。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9 项措施进一步激发
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23日电 据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3日报道，由俄罗
斯建造的世界首座浮动核电站——“罗
蒙诺索夫院士”号浮动核电站当天从俄
西北部摩尔曼斯克港起航，前往位于俄
远东地区楚科奇自治区的佩韦克港。

据报道，该浮动核电站由两条拖船
牵引，目前，保证“罗蒙诺索夫院士”号
浮动核电站正常工作所需的水面和岸

上基础设施正在佩韦克港积极兴建。
按计划，这座浮动核电站将于今年12
月开始发电并接入楚科奇自治区电网。

“罗蒙诺索夫院士”号浮动核电站
由一艘长144米、宽30米的驳船，以及
驳船上搭载的两座35兆瓦核反应堆组
成，其主要功能是为俄极其偏远地区的
工厂、城市及海上天然气，石油钻井平
台提供电能。

世界首座浮动核电站起航前往俄远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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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祸港四人帮”无处遁形
□辛识平

据新华社联合国8月22日电 （记
者 徐晓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22日说，中方已多次就所谓“中美俄军
控谈判”提议表明立场，现阶段中方无
意也不会参加所谓“中美俄军控谈判”。

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应俄罗斯要
求、在中国支持下召开中导问题公开
会。针对美国宣称中国应加入“中美俄
军控谈判”，张军在会上强调，任何军控
谈判都应充分考虑各国整体军事实力，
并遵循“各国安全不受减损”这一国际
军控基本原则。

张军表示，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
条约》导致条约失效，将对全球战略平
衡与稳定、欧洲和亚太地区安全及国际
军控体系产生深远消极影响。在《中导
条约》问题上，中方已多次表明立场，拿
中国作为退约借口是不可接受的，中方

拒绝美方的无理指责。
针对美国无端指责中国发展中导

力量，张军强调，退出《中导条约》是美
国奉行单边主义、推卸国际义务的又一
消极举动，其真实目的是自我松绑、谋
求单方面绝对军事优势。

在当天的会上，率先发言的俄罗斯
和美国代表相互指责对方国家应为《中
导条约》的失效负责。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
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由苏联
和美国于1987年签署。该条约规定两
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500公
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弹道
导弹及其发射装置。今年2月，美国单
方面启动退出《中导条约》程序。8月2
日，美国与俄罗斯均宣布《中导条约》当
天失效。

中国代表说中方无意参加所谓“中美俄军控谈判”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俄
罗
斯
摩
尔
曼
斯
克
，人

们
拍
摄
刚
刚
起
航
的
﹃
罗
蒙
诺
索
夫
院
士
﹄
号
浮
动

核
电
站
。

新
华
社/

路
透

退役军人事务部印发《光荣牌悬挂服务管理工作规定(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光荣牌相关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近日印发《光荣牌悬挂服
务管理工作规定(试行)》。《规定》是对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为烈属、军属和
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的落实和细化。

《规定》包括总则、悬挂范围、组织实施、生产制作和分发、监督管理、附则等6
章，明确了给谁挂、谁来挂、怎么挂、怎么管等具体问题，规范了光荣牌制作、新发、
补发、更换、收回、取消和恢复悬挂等全部工作流程，细化了各个环节的操作程序和
工作标准。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23 日电 （记
者 郜婕 朱宇轩）港铁公司宣布于
23日晚获得香港高等法院颁布的临时
禁制令，该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及有
意图地故意阻碍或干扰整个铁路网络
的正常使用。

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及有
意图地故意阻碍或干扰整个铁路网络
内的车站、列车以及高速铁路西九龙总

站的正常使用，损坏任何财产或列车，
使用任何威胁、辱骂、淫亵或令人反感
的语言，或故意干扰车站内任何港铁人
员。临时禁制令有效期至2019年8月
30日。根据香港法律，违反禁制令的
个人可能触犯藐视法庭罪。港铁公司
表示，如发生打斗、破坏或其他暴力行
为，或出现高风险或紧急情况，来往相
关车站的列车服务可能会被实时停止。

香港高院向港铁颁临时禁制令
禁止干扰铁路网络正常使用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23 日电 （记
者 周文其 郜婕）有网民煽动24日
再次滋扰香港国际机场。香港法庭23
日裁定，批准延长香港机管局此前取得
的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干扰机场的
正常使用。

本月13日，香港机管局取得法庭
临时禁制令。该禁制令原定于23日
到期。机管局介绍，经修订后的临时

禁制令将维持现状，直至法庭审讯或
进一步颁令。任何人忽视遵守或遵照
临时禁制令，援助或煽动、协助或教唆
他人违反临时禁制令，可能会被控以
藐视法庭罪，并可能会处以监禁或罚
款。相关人士也可能被强制遵守临
时禁制令。与此同时，在机场客运大
楼实施的进出管制安排将会继续，直
至另行通知。

香港法庭批准延长临时禁制令
禁止干扰机场运作

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记者
温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3日表示，美
国、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上一唱一和，
颠倒黑白，上演的是一出政治闹剧。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22日，美国务卿蓬佩奥在同加拿大外
长弗里兰共见记者时称，中方将孟晚舟
和2名加公民被拘这两件事视作对等
的且在道义上相似的事，但中方是任意
拘禁加公民，而加方是以正派国家之道
实施法治，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弗里
兰称，孟晚舟引渡事宜是刑事司法问题

而非政治问题。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美国、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上一

唱一和，颠倒黑白，上演的是一出政治
闹剧，再次证明这一事件的政治属性。
公理和正义自在人心。”耿爽说，美方一
手炮制孟晚舟事件并动用国家力量打
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加方在其中扮演了
很不光彩的角色。

“孟晚舟事件同2名加拿大公民个
案性质完全不同。孟晚舟事件是一起
严重的政治事件。康明凯、迈克尔系因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被依法逮捕。”

耿爽说。
他指出，美、加在孟晚舟事件上所

作所为才是任意拘禁公民，两国滥用双
边引渡条约，严重侵犯中国公民合法权
益，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国际社会对
此看得很清楚。各国对其做法都应警
惕，防止掉入“美国陷阱”。

“我们再次敦促加、美认真对待中
方严正立场，纠正错误，立即释放孟晚
舟女士，确保她平安回到中国。”耿爽
说。

另有记者问：蓬佩奥在会见加总理

特鲁多、外长弗里兰时称，中方拘禁2
名加公民是错误行为，美方团队正努力
帮助加公民获释。期望中方能信守国
际承诺。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耿爽表示，美方有关表态罔顾事
实、颠倒黑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
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
办案，依法保障有关加公民合法权利，
不容任何外国置喙。加有关公民案件
与美国毫无关系，美方更没有任何资格
对此说三道四。

“我们强烈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
法治精神，尊重中国司法主权，停止发
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在法律问题上
搞双重标准。”耿爽说。

外交部驳美、加官员涉孟晚舟事件言论：一唱一和、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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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记
者 王思北）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3
日发布《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规定自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并明
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发布、传
播侵害儿童个人信息安全的信息。

规定指出，网络运营者应当设置专
门的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和用户协
议，并指定专人负责儿童个人信息保
护。

根据规定，儿童监护人应当正确履
行监护职责，教育引导儿童增强个人信
息保护意识和能力，保护儿童个人信息
安全。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转移、披
露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以显著、清晰
的方式告知儿童监护人，并应当征得儿
童监护人的同意。

网络运营者征得同意时，应当同时
提供拒绝选项，并明确告知收集、存储、
使用、转移、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儿童个人信息存储的地
点、期限和到期后的处理方式；儿童个
人信息的安全保障措施；拒绝的后果；
投诉、举报的渠道和方式；更正、删除儿
童个人信息的途径和方法等事项。

规定还提出，网络运营者落实儿童
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存在较
大安全风险或者发生安全事件的，由网
信部门依据职责进行约谈，网络运营者
应当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消除隐
患。违反该规定的，由网信部门和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根据网络安全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网信办发布《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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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3日，从港岛筲箕湾出发的
张挂中国国旗的出租车行驶在街道
上。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挂国旗、促稳定：

香港的士司机发起“守护香港，风雨同舟”大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