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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11 月 13 日，西安北站
至江油站的 55601 次动车
组 试 验 列 车 到 达 洋 县 西
站。

当日 14 时，随着 55601
次动车组试验列车从西安
北站驶出，一路向南向四川
江油站驶去，标志着西成高
铁进入开通前的全面验收
阶段。

西成高铁是我国首条
穿 越 秦 岭 山 脉 的 高 速 铁
路。全线设 16 座车站，设
计速度为每小时 250 公里，
自 2012 年 10 月开工建设，
将于今年年内开通运营。
开通后，西安至成都列车运
行时间将由目前的 16 小时
缩短至3小时。（新华社）

高铁年内开通！西安至成都由16小时将缩至3小时

新华社北京 11月 13日电 记者 13 日从
中国民用航空局了解到，民航局近期正式印
发《民航行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设
立全国统一的民航行业信用信息记录，并对
因失信行为被记入信用记录的组织和个人进
行相应处理。

据民航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颜明池介绍，
《信用办法》对民航行业信用信息的采集、使

用、移除等事项进行了规范，要求设立全国统
一的民航行业信用信息记录，全面记录在我
国境内从事民用航空活动或者在我国境外从
事需要我国批准的民用航空活动的组织和个
人的基本信息和违法失信信息。

颜明池表示，违法失信信息分为一般失
信行为信息和严重失信行为信息。《信用办
法》明确，要对因一般失信行为被记入信用记

录的相对人视情从严管理，对因严重失信行
为被记入信用记录的相对人实行联合惩戒，
采用多种手段从重处理。

据了解，《信用办法》明确民航局负责全
国民航行业信用管理工作，《信用办法》将自
2018年1月1日起生效。

新华社北京 11月 13日电 财政部、税务
总局、证监会 13 日对外宣布，内地个人借沪
港通买卖港股差价再免两年个税。

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继续执行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有关个人所
得税政策的通知》，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
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转让差
价所得，自 2017年 11月 17日起至 2019年 12
月4日止，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认
为，个人投资者在境内外免征投资股票收益
个人所得税是资本市场发展到现有阶段的必
然产物。

2014年11月17日，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正式启动，财政
部、税务总局、证监会于2014年11月14日联
合下发通知，对内地个人通过沪港通投资港
股的转让差价所得，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

至 2017 年 11 月 16 日止，三年内免征个人所
得说。此次通知是在这一通知的基础上又将
内地个人借沪港通买卖港股差价免税政策延
长两年。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温来成
认为，继续暂免个人所得税，有利于鼓励个人
投资者投资于香港股市，支持香港的繁荣和
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
步开放。

10月份我国新增
人民币贷款6632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 13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10月份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6632亿
元，同比多增119亿元。

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新增贷款中，
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非金融企业及机
关团体贷款增加 2142亿元，以个人住房
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
加3710亿元。

10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118.42
万亿元，同比增长13%，增速比上月末和
上年同期均低0.1个百分点。

从货币供应情况看，10月末，广义货
币（M2）余额 165.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4个和2.8个百分点。

民航局：将对被记入信用记录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处理

内地个人借沪港通买卖港股差价再免两年个税

国内在线

据新华社万象11月13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3日在万象国家主席
府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
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双方高度评价对方发
展成就，同意加强交流互鉴，推动中国改革开
放和老挝革新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继续秉持
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巩固中
老传统友好，推动长期稳定的中老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和本扬相互介绍了中共十九大和
老挝党和国家事业有关情况。

习近平赞赏老挝坚持走本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积极评价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巨大成就，强调相信在以本扬总书记为首的
老挝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老挝人民一定能够
在全面革新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本扬热烈祝贺中共十九大圆满成功，高
度评价大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国人民将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顺利迈进。本扬指出，中共十九大的成
果也将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为地区
和世界和平、友好、合作、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老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传统睦邻友好历久弥坚。建交 56年来，双方

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持续扩大，人文
交流日益密切，两国关系全面深入发展，给两
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老理想信念
相通，两国关系战略定位高远，发展空间广
阔。中方始终珍视中老传统友谊，高度重视
同老挝关系，愿同老方携手努力，不断丰富和
发展高度互信、互助、互惠的中老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使两国永远做好邻居、好朋友、
好同志、好伙伴。

本扬表示，感谢习近平同志连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后首次出访就来到老挝，相信此访
将深化两国传统友谊，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
为构建老中命运共同体规划蓝图、指明方向，
推动老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
阶。老挝钦佩中国发展成就，感谢中方长期
以来的帮助，将坚持按照“四好”精神不断推
进老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支持中国为
促进国际和地区稳定和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和本扬就两党两国关系及共同关
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
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中老同为共产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双方在彼此信赖的基础
上，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
体，符合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
共同愿望，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
业。

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互访的优良传统，引
领和指导新时期中老关系发展。加强两党友
好交流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
强外交、国防和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双方重
申坚定支持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双方同意加快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同老
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共建中老
经济走廊，推进中老铁路等标志性项目，提升
经贸合作规模和水平，促进两国经济优势互
补，深化产能、金融、农业、能源、资源、水利、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
推动双方务实合作更多惠及两国基层民众。

双方同意深化文化、教育、科技、旅游等
领域合作，办好老挝中国文化中心，加强青少
年友好交往，扩大地方间合作。密切在联合
国、亚欧会议、东亚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
作等多边框架内协调和配合。

会谈后，习近平和本扬共同见证了中老
经济走廊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丝绸之
路、科技、农业、电力、人力资源、金融、水利等
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本扬在主席府广场举行隆重欢
迎仪式。

欢迎仪式前，主席府外道路上，千余名当
地民众挥舞中老两国国旗，数百名身着盛装
的老挝各族人民载歌载舞，喜迎中国贵宾。

主席府门前悬挂着中老两国领导人巨幅画
像。

习近平乘车抵达时，受到本扬热情迎
接。老挝青年向习近平献上鲜花。习近平同
本扬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老两国国歌。
习近平在本扬陪同下检阅仪仗队。仪仗队员
用老挝语高呼“祝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健康！”

“健康！健康！健康！”习近平同老方陪同人
员握手，本扬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3日
在万象会见前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
书记、国家主席朱马里。

习近平指出，朱马里同志在担任老挝党
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10年间，始终高度重视发
展中老友好关系，亲自关心并推动两国各领
域交流合作，为中老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深
化中老传统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马里表示，衷心祝贺中共十九大取得
多方面历史性成果，特别是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习近平同
志是老挝人民的老朋友，这次对老挝的访问
在老中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中国是老
挝的友好邻邦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力量。老
方致力于推进两党两国交流合作，深化老中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到2025年80％以上县市区
要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今后，我国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
将更多获得社区康复服务。民政部13日
发布消息，日前已会同财政部、卫生计生
委、中国残联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意见》，明确
提出到 2025年，我国 80％以上的县区市
广泛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意见同时要求，届时，在开展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的县市区，60％以上的居家
患者接受社区康复服务，基本建立家庭
为基础、机构为支撑、“社会化、综合性、
开放式”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

社区康复服务是精神障碍患者恢复
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最终摆
脱疾病、回归社会的重要途径，是多学
科、多专业融合发展的社会服务。

意见提出，要着力拓展服务供给，加
大政府投入，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不
断优化服务存量，扩充服务增量，大力推
进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形式多样化，建
立健全基层服务网络，大力培育服务机
构，不断丰富服务形式。要支持家庭更
好地发挥主体作用，强化家庭监护主体
责任，构建社区支持网络，创新政策支持
体系，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巩固和增强家
庭照护功能，促进家庭成为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和资源。

（以上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