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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9日电 日前，
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持现
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建立更加均衡
合理的分担机制，稳步推进健全地方
税体系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
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

系，为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创造条件，确
保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

《方案》 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措
施：一是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
稳定。进一步稳定社会预期，引导各地
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鼓励地方在经
济发展中培育和拓展税源，增强地方财
政“造血”功能，营造主动有为、竞相
发展、实干兴业的环境。二是调整完善
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建立增值税

留抵退税长效机制，并保持中央与地方
“五五”分担比例不变。为缓解部分地
区留抵退税压力，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
分担的部分（50%），由企业所在地全
部负担 （50%） 调整为先负担 15%，
其余35%暂由企业所在地一并垫付，
再由各地按上年增值税分享额占比均
衡分担，垫付多于应分担的部分由中
央财政按月向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调
库。三是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
下划地方。按照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要

求，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
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
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
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
境。

《方案》强调，实施更大规模减税
降费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之
举，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是落
实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保障。各地区各
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严肃财经纪律，
推进配套改革，抓好贯彻实施工作。

国务院发文推进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

增强地方财政“造血”功能

新华社华盛顿10月8日电 美国白
宫8日致信国会民主党人，说总统特
朗普及其政府不会配合当前的弹劾调
查。

总统律师西波隆当天在信中称，众
议院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受党派
政治驱使，缺乏法律依据，违背正当程
序等，比如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宣布启
动弹劾调查前没有让全院表决。

这封信的收件人包括佩洛西、众议
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等。佩洛西当晚

对此发表声明说，这封信明显是错误
的，是白宫试图非法掩盖事实的又一举
动。

分析人士认为，白宫同国会民主党
人或就弹劾调查启动程序展开法律战，
府院斗争预计将进一步升级。

特朗普因一起“电话门”事件正面
临弹劾调查。8月，美国一名情报界人
士匿名检举特朗普7月与乌克兰总统泽
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对方调查其政治对
手、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及其儿子亨特，

白宫还采取某些措施“封锁”二人通话记
录。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还下令冻
结一笔军事援助以施压乌克兰。

“电话门”事件震动美国朝野。民主
党人指责特朗普滥用职权谋求个人政治利
益并寻求外国势力干预美国总统选举。9
月下旬，佩洛西宣布众议院启动针对特朗
普的弹劾调查，众议院下属委员会随后向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
安尼等发放传票，要求他们提交“电话
门”事件有关文件以配合调查工作。

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原定10月8
日到国会提交证词，但当天凌晨接到美国
国务院通知，被告知特朗普政府不准许他
出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随后向桑德兰发
放传票，他被民主党人视为“电话门”事
件中一位关键人物。

特朗普此前称，他要求乌克兰调查拜
登父子无关政治，只因为反腐败，并反复
抨击弹劾调查是对他的“政治迫害”。拜
登今年4月宣布竞选下届美国总统，被特
朗普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府院斗争升级

白宫拒绝配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新华社华盛顿10月 8日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任
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
娃8日表示，贸易争端给全球经
济增长造成了显著损失，到2020
年全球经济或将因此损失约
70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0.8%左右。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 IMF
总部发表上任以来首次公开演讲
时说，全球经济增长正不断减
速，全球近90%的区域今年经
济增长都将放缓。她表示，IMF
下周将发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将下调今明两年全球
经济增长预期。

格奥尔基耶娃说，全球经济
陷入“同步放缓”境地，原因之一
就是贸易争端。她表示，全球贸易
增长已近乎停滞，由于贸易紧张
局势等原因，全球制造业活动和

投资力度已大幅减弱，服务业和
消费可能很快也会受到影响。

“裂痕还在扩大。如今争端
扩展到多个国家，并且蔓延到其
他关键领域，”她说，“由于我们的
经济体互联互通，不消多时，更
多经济体将会感受到这种影响。”

格奥尔基耶娃说，贸易争
端、英国“脱欧”和地缘政治紧
张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抑制
全球经济增长潜力。她呼吁各国
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共同
寻求解决贸易问题的持久之道，
从而充分发挥贸易在促进经济增
长方面的作用。

保加利亚经济学家格奥尔基
耶娃此前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
官，她接替已经离任的克里斯蒂
娜·拉加德，于 10 月 1 日上
任，成为IMF成立以来首位来
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总裁。

贸易争端将造成巨大损失

IMF新总裁
呼吁各国共解问题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
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
大会的代表达6000名，盛况空
前 。 这 次 重 要 会 议 通 过 了
《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
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
科技工作者。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
重要讲话。他宣告：“四人帮”
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
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
他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
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
的种种谬论，明确指出现代化的
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
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的讲话澄
清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是非，
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特别是知
识分子的精神桎梏。

“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
慧！”在座谈发言中，中青年科
学家激情满怀，老年科学家壮心
不已。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向大会
作了题为《科学有险阻，苦战能
过关》的发言，道出科学工作者
的共同心声。

在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
院院长郭沫若作了题为《科学的
春天》的书面发言。他向广大科
学工作者表达了期望中华民族创
造“一部巨著”的心愿，“这部
伟大的历史巨著……它不是写在
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
宙之间”。

科学的春天来了。这次大
会，题在科技，意在全局。它确
立了科技工作正确的指导思想，
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
碑。它是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的总动员令，对我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
用。

科学的春天

——新中国峥嵘岁月

9月24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出席记者会时讲话。 （新华社发）9月25日，特朗普在联大期间就“电话门”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新华社发）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9日电 瑞
典皇家科学院9日宣布，将2019年诺
贝尔化学奖授予来自美国的科学家约
翰·古迪纳夫、斯坦利·惠廷厄姆和日
本科学家吉野彰，以表彰他们在锂离子
电池研发领域作出的贡献。

据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介绍，
轻巧、可充电且能量强大的锂离子电池
已在全球范围内被应用于手机、笔记本
电脑、电动汽车等各种产品，并可以储
存来自太阳能和风能的大量能量，从而

使无化石燃料社会成为可能。
上世纪70年代，惠廷厄姆发现了

一种能量丰富的材料，这种由二硫化钛
制成的材料可以嵌入锂离子，所以可被
用作锂电池中的阴极。古迪纳夫推测，
如果用金属氧化物来替代金属硫化物制
造阴极，电池将具有更大的潜力。经过
系统研究，他在1980年证明了嵌入锂
离子的氧化钴可以产生4伏的电压。

在古迪纳夫研制出的阴极基础上，
吉野彰1985年开发出了首个接近商用

的锂离子电池。他并未使用活泼的金属锂
做阳极，而是使用了焦炭，这种碳材料可
以像氧化钴一样提供容纳锂离子的空间。
锂离子在阴阳极之间运动产生电流。

一个轻巧耐用、在性能下降前可充放
电数百次的电池由此产生。自1991年首
次进入市场，锂离子电池彻底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这种电池奠定了无线、无化石燃
料社会的基础，对人类具有极大益处。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科学家均已70
岁以上。其中，1922年出生、现任教于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的古迪纳夫
已97岁，打破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最大
年龄纪录。三人中年龄最小的日本旭化成
公司名誉研究员吉野彰今年也已71岁。

吉野彰在发布会的电话连线中说，
“好奇心是驱使我开展研究的动力”，气候
变化是当今非常严峻的挑战，锂离子电池
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很大帮助。

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奖金共900万瑞典
克朗（约合91万美元），将由三名获奖科
学家平分。

在锂离子电池研发领域作出贡献

三名科学家分享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

（上接01版）区发改委综合
规划改革科有关负责人介绍，市
级特色小镇的支持政策涉及用
地、奖补、融资、配套服务四个
方面，主要包括优先保障建设用
地；一次性安排奖补资金1000
万元，在市级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中，倾斜安排一定数额专项支持
特色小镇建设；市级政府产业发
展基金按一定比例投资特色小镇
建设项目；各类改革试点，特色
小镇可优先申报、实施，先行突
破，建立特色小镇投资、建设项
目审批“绿色通道”制度等。

“这些政策非常‘实惠’，对
特色小镇的建设具有强大的支撑
作用。但是，创建过程本身任重
而道远。”该负责人介绍，特色
小镇创建周期为三年，每年进行

年度考核，实施动态管理和退出
机制，奖补资金分批兑现。如果
三年创建期满验收不合格，将被
降为培育对象，重新组织建设。

“我们将绷紧压力之弦，积极落
实市级特色小镇相关政策，强化
组织协调，为苏州丝绸文化旅游
风情小镇的创建保驾护航。”

据悉，苏州丝绸文化旅游风
情小镇总规划面积4.85平方公
里，其中，核心启动区规划面积为
1.65平方公里。小镇创建将紧扣

“丝绸文化”主题，重点推进“一路
二园三板块”建设。“一路”即丝绸
文化风情体验线路，“二园”即蚕
桑文化园、丝绸文创园，“三板块”
即“水韵桑田”特色田园乡村板块、

“丝业遗存”匠心创意定制板块、
“蚕丝古镇”旅游休闲生活板块。

震泽丝绸文化旅游风情小镇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