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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11日电 （记者
李寒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 11日
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林郑月娥，
颁发任命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第
678号令。

李克强首先祝贺林郑月娥当选香
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李克强表
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你和新一届特

区政府的工作，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加强与内地交流合
作。香港的发展既是自身的需要，也
是国家的需要。今年，中央政府要研
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将推
出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债券通”，目的
就是进一步密切内地与香港的交流合
作，继续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只
要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有利于内地

和香港互补互利、有利于巩固和提升
香港三大中心地位的措施，中央政府
都将一如既往予以支持。

李克强希望林郑月娥不负众望，
积极作为，团结带领香港特区政府和
社会各界，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和基本法，认真谋划香港整体和
长远发展，增强香港的竞争力；更加
注重改善民生，让香港民众更多受

惠；高度关注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
化，为香港发展迈上新台阶营造稳定
环境。

林郑月娥感谢中央政府对她的任
命，以及对香港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
示将尽职履责，全力做好工作，不辜负
中央政府的信任和香港市民的重托。

杨晶主持颁发国务院令仪式。杨
洁篪参加会见。

李克强会见林郑月娥
颁发任命林郑月娥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

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令

新华社北京 4月 11日电 （记者
王慧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前众议长、国际
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和他率领
的日本经济界大型代表团。

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
化45周年。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恪

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精神，牢牢
把握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中日关
系才能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中方愿本
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推动中
日关系朝着正常轨道实现改善和发
展。希望日方相向而行，视中国的发展
为机遇，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为两国

关系改善不断积累积极因素。
李克强指出，40多年前，包括日本

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在内的日本民间团
体和各界友好人士为中日邦交实现正
常化作出了积极努力。当前形势下，希
望你们继续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和发
展、促进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增进彼

此国民之间的了解和理解多做工作。
河野洋平等表示，日本国际贸易促

进协会成立60多年来，始终致力于通
过开展经济合作推动日中关系发展。
日本经济界高度关注中国发展的目标
和举措，愿为促进日中合作交流、改善
发展双边关系作出不懈努力。

李克强会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记者 徐博 季小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11日说，2017年留学人员
回国服务工作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留学人员回国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破解“六难”问题为重点，为推进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提供人才支撑。

汤涛是在11日召开的2017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上作此表述的。所谓“六难”，是指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创
新中遇到的优惠政策享受难，落户就学办理难，开户融资难，知识
产权应用难，政策限制放开难，文化理念融合难等。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并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都为留
学人才回国创业创新、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人，
其中2016年回国43.25万人；出国留学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
留学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72.38%增长到2016年的82.23%。

业内专家预测，未来5年，我国可能迎来“进大于出”的人才历
史拐点，从世界最大人才流出国转变为主要的人才回流国。然而，
在这一过程中，“六难”成为了“海归”大展宏图的瓶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更加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
广聚天下英才。为了破解“六难”，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落实《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
务管理的意见》，在北京中关村、上海科技创新中心试点放宽永久居留
申请条件。近年来，每年落户北京市的留学回国人员超过6000人；

——财政部与税务总局联合出台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递延缴
纳所得税优惠政策，有效缓解了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创新技术入股
税负重的问题；

——证监会积极落实《证券法》《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
待遇的办法》等现行政策法规，支持外籍人员持有A股；

……
“在取得进展的同时，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汤涛坦言，如引

才政策开放度有待提高、服务体系需进一步完善、“高精尖缺”创新人
才依然匮乏等，这些都是下一步联席会议重点研究解决的问题。

汤涛表示，下一步，要抓紧制定《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
进一步降低门槛、落实待遇，让高层次外籍留学回国人才得到更
多的获得感。同时，健全信用政策措施，共享企业信用信息，防范
金融风险，解决中小企业开户难等问题。

此外，要进一步研究支持外籍留学回国创业人员持有A股的方
式和途径；定期梳理汇编优惠政策并对外发布，公开留学人员回国创
业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和分配结果，提高专项资金分配透明度。

“在做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工作中，还要健全公共服务
体系，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汤涛说，“同时实施人才工程，
吸引高层次留学人才为国效力。”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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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亚洲公务航空会议及展览会在上海开幕
4月 11日，人们在上海虹桥机场停机坪上参观展出的公务机。当日，2017亚

洲公务航空会议及展览会（ABACE2017）在上海虹桥机场开幕。展会聚集了 170
多家国内外品牌参展，并有35架公务机实地进行新型航空技术、新机型和服务的
展示。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新华社重庆4月11日电 （记者
赵小帅）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西
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承办的“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与中国人权事业的新
进展”理论研讨会4月11日在重庆召
开。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相
互结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
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局面。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切实尊重和

保障人权，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均有着重大意义。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人权保障离
不开法治，法治是实现保障人权的题
中应有之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与切实尊重和保障人
权相结合，使我国人权发展的法治保
障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人权保障体系，为
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多样性做出了
重大贡献。

与会专家学者指出，当前，我国
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正在进入一个
新阶段。一是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人
权立法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二是
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执法中
的人权保障力度加大。三是努力保
证公正司法，人权司法保障迈出重要
步伐。四是大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提升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
五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
导，为依法治国与人权进步提供有力
的政治保障。

研讨会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有关人权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
者围绕“科学立法与人权事业进步”

“依法行政与人权事业进步”“公正司
法与人权事业进步”“法治观念与人
权事业进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交流。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中国人权事业的
新进展”理论研讨会在重庆召开

京沈高铁辽宁段轨道板铺设有序推进
4月11日，中铁三局京沈高铁12标段施工人员进行轨道板铺设作业。目前，由中铁三局等单位建设的京沈高铁辽宁段已

进入轨道板铺设阶段，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京沈高铁起自北京星火站，经承德市、朝阳市、阜新市后接入沈阳站，线路全长
69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新华社上海4月11日电 （记者 荣
启涵 朱基钗）身着红色考察服的队员大步
走下舷梯，161天后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
搭载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雪龙”
号科考船完成总航程约3.1万海里航行，于
11日返回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国
家海洋局与上海市政府在此举行了简朴热
烈的欢迎仪式。

2016年11月2日，中国第33次南极科
学考察队从上海出发，实施“一船四站”环南
极航行考察计划。经由澳大利亚弗里曼特
尔港到达中国南极中山站，完成中山站、昆
仑站（泰山站）第一阶段物资卸运任务后逆
时针航行前往西南极，依次开展南极半岛南
大洋调查、长城站卸货及物资回运、罗斯海
新站优化选址作业等任务。2017年1月底，
科考队再次返回中山站，完成普里兹湾调查
和中山站预定作业。3月7日结束全部度夏
考察任务返航。

据介绍，第33次南极科考实现了海陆
空立体协同考察，航程中亮点频现：我国首
个南极冰盖机场选址、勘察工作顺利完成，
勘察面积约3平方千米；我国首架极地固定
翼飞机“雪鹰601”两次降落南极冰盖之巅昆
仑站，实现业务化飞行，期间利用7套全球最
先进的机载遥感设备，完成了东南极30万
平方千米的地球物理调查，标志着我国在南
极航空遥感领域迈进世界先进行列；罗斯海
新建南极考察站选址现场考察工作全面完
成；昆仑内陆队深冰芯钻进深度146米，总
进度突破800米大关。这些冰芯对于认知
当前地球所处的气候阶段、推演未来的气候
变化趋势和增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

本航次中，“雪龙”船在罗斯海鲸湾水域
抵达南纬78°41.975′，刷新了全球科考
船向南航行最高纬度纪录，获取了大量航海
数据和资料，为今后在该区域安全航行和开
展海洋科学观测提供了宝贵数据和经验。

此外，“雪龙”船考察完成8条海洋断面、
97个站位的海洋观测工作，完成600千米的
地球物理测线，回收并布放13个长期记录
观测仪器，初步构建了我国南大洋典型海域
监测体系。

第33次南极科考队由328人组成，除
已结束任务返回的度夏队员外，在中山站、
长城站还分别有19名和14名越冬队员留
守。他们将迎接南极冬季极夜、严寒、暴雪
的种种考验，完成高空大气物理观测、地球
物理长期观测、“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跟
踪站常年观测、气象及海冰和生态观测等多
项科考任务。

“雪龙”归航
中国第33次南极

科考凯旋

2017年一季度河北港口集团吞吐量同比增长逾两成
4月11日，一艘轮船靠泊在秦皇岛港煤炭码头装货。记者从河北港口集团获悉，该集

团2017年一季度货物吞吐量达9185万吨，同比增长22.27%。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火车驶进内蒙古高原后一路向
北，沿途车站的名字几乎都是蒙语的
汉译音，沿着呼和浩特（青色的城）、
白音查干（富饶的地方）、赛汗塔拉
（美丽的草原）到祖国的正北方二连
浩特（海市蜃楼）……这些弥漫着草
香与旖旎幻想的名字连缀起一条“风
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画廊。这条画
廊正是传说中从久远的青铜时代至
近现代，蒙古草原沟通欧亚大陆的商
贸大通道“草原丝绸之路”中的一段，
在17、18世纪，这条路与其它很多因
以茶叶为主的贸易繁荣达到顶峰的
道路一样，被称为“茶叶之路”。

“茶叶之路”从福建武夷山下梅
村起，在汉口聚集后，一路北上，纵贯
河南、山西、河北，最后穿越蒙古沙漠
戈壁，经乌兰巴托到达中俄边境口岸
恰克图，再在俄罗斯境内延伸。先是

肩挑车推、再是船行江河、最后是骡
马驼队，在路上辗转一到二年，行程
约2万公里，如此川流不息的场景绵
延了200多年。

茶叶之路进入蒙古高原后就像
大树的枝条伸展到牧人聚集的草原
深处。向北进入蒙古国的驼队在归
化城（今天的呼和浩特）出发，首先
到达察哈尔正红旗游牧地——平地
泉（今天的乌兰察布），然后路过白
音查干火山群向滂江驿站进发，那
时的滂江就在今天苏尼特草原的赛
汗塔拉，滂江是一个较大的低洼盆
地，水流聚集形成一片草的海洋，湛
蓝的天空很低，白云仿佛随手就可
以摘下，是当时人口较多，最为繁忙
的驿道之一，过路的山西籍旅蒙商
在这里休整后，牵着驼队走进半荒
漠化草原“额仁”的伊林驿站，额仁

就是今天的二连浩特，由祖国的北
大门进入蒙古国及俄罗斯。据史书
记载，这条道路上“商贾辐辏、南来
烟酒糖布茶；车驼迤逦、北来牛羊骆
驼马。”做着“一块砖茶换一只羊或
一头二岁牛，一包火柴换十斤羊毛”
的买卖。如今，草原茶叶之路沿线
有 200多个城市崛起，茶叶成了以
肉奶为食的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必
需品，重要到“宁可一日不食，不可
一日无茶”的地步，“奶茶”已经成了
蒙古族文化的象征之一，每一所毡
房都飘着奶茶的香甜。

4月28日起，呼和浩特铁路局将
开行呼和浩特至二连浩特“口岸号”
旅游列车，带您出国门、看恐龙、游草
原、观火山、泡温泉，畅游内蒙古壮美
风光，追忆大草原丝路文化。

（丁玲）

走进草原丝绸之路

近日，赤峰市敖汉旗地税局以
第 26 个税收宣传月为契机，将税法
宣传与精准扶贫有机对接，开展了

“村村行”活动。
此次活动主要以“四个一”为载

体，一是给贫困村村民上一堂税收
辅导课，为广大村民讲解针对小微
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村民进
行自主创业，发展特色产业；二是办
一场农企对接活动，给一些爱心企
业、民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讲解

税收专业知识和优惠政策，带领这
些企业到贫困村进行考察，寻找特
色项目，帮助贫困村寻找新的发展
出路，实现“一村一企、一企多村、一
村多企”的双赢目标；三是请税务干
部从税收政策的角度为贫困村提一
条切实可行的脱贫增收建议；四是
送一次政策下乡进户，将“营改增”、
小微企业、三农以及农业合作社等
相关政策汇编 3000 册，逐村逐户送
到村民手中。 （郑杰 胡亭亭）

敖汉旗地税局
以税收宣传对接精准扶贫

●不慎将1990年7月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治教育专业黄永胜
的《毕业证》（证号：90384）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内蒙古呼铁投资发展中心呼和浩特市营业部的《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编号:内地税字150102573293904号）丢失，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新华社成都 4月 11 日电 （记者
余里 左为）11日下午，中国大熊猫保
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星雅”“武雯”从四
川卧龙神树坪基地启程，赴荷兰开展为
期15年的科研合作，这也是中国大熊猫
首次旅居荷兰。

“星雅”“武雯”都是2013年8月出生，
现在三岁半，属于亚成体大熊猫。有5年
饲养员经验的“奶爸”胡正泉介绍，目前“星
雅”体重110公斤，“武雯”102公斤，两只熊
猫胃口很棒，身体和精神状况都非常好。

从1996年“白云”和“石石”赴美国圣
地亚哥动物园开始，保护研究中心已与11
个国家13个动物园建立了大熊猫科研合
作关系。先后有28只大熊猫出国旅居，
在海外繁育成活大熊猫幼仔17只，如今
已有11只回到保护研究中心生活，形成
了全球最大的海归大熊猫明星种群。

大熊猫“星雅”“武
雯”启程赴荷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