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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沙特国王萨勒曼就中沙建交 30 周年互致贺电

引领新时代中沙关系不断取得新成就
新华社电 近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沙特国王萨勒曼互致贺
电，庆祝两国建交 3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
30 年来，中沙关系稳步发展，各
领域合作成果丰硕。特别是近年

来，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快车道。当
前，中沙合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维护两国人民健康福祉以及全球
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谱写了守
望相助、同舟共济的佳话。我高

度重视中沙关系发展，愿同萨勒
曼国王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30
周年为契机，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 ”倡 议 和 沙 特“2030 愿 景 ”对
接，充实双边关系战略内涵，共同
引领新时代中沙关系不断取得新

成就，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萨勒曼在贺电中表示，
建交30
年来，
沙中各领域关系取得巨大发
展，
这体现了两国的深厚友谊和战
略关系的高水平。我愿推动这一
特殊关系不断发展，
服务于两国和

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沙方同中
方在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
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
愿同中方
共同努力抗击疫情。沙方期待同
中方开展更多合作，推动实现地
区和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 补短板扩内需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确定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措施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7 月 22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补
短板扩内需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确定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措
施，促进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
会议指出，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是党中央、国务院的
决策部署，
是内需最大潜力所在和
“两新一重”
建设的重要内容，
对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稳住经济基本盘具有重要意义。
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重点，
加强城市短板领域建设，
围绕农民
进城就业安家需求提升县城公共

设施和服务水平。一要针对防疫
和防汛防灾减灾中暴露出的问题，
着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相关设
施建设，
提高城市预防和应对重大
疫病的综合能力。科学规划和改
造完善城市河道、堤防、水库、排
水管网等防洪排涝设施，加强台
风、地震、火灾等各种灾害防御能
力建设。二要着眼满足群众改善
生活品质需求，加快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加大环保设施、社区公共
服务、智能化改造、公共停车场等
薄弱环节建设，提高城市发展质
量。三要针对大量农民到县城居
住发展的需求，加大以县城为载

体的城镇化建设，完善县城交通、
垃圾污水处理等公共设施，建设
适应进城农民刚性需求的住房，
提高县城承载能力。四要引导促
进多元化投入支持新型城镇化建
设。完善公益性项目财政资金保
障机制，地方政府专项债资金对
有一定收益、确需建设的公共设
施项目予以倾斜。发挥财政资金
撬动作用，
建立公用事业项目合理
回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积
极引导开发性政策性和商业性金
融机构加大中长期信贷支持。各
地要加强项目储备和开发，
逐步解
决城市发展历史欠账。坚决防止

外交部回应美方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

强烈谴责
必将作出正当必要反应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 2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7 月 21 日，美方突然要求中方关
闭驻休斯敦总领馆，这是美方单
方面对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严
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严重违反中美领事条约有关
规定，
蓄意破坏中美关系，十分蛮
横无理。中方予以强烈谴责。中
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
定。否则，中方必将作出正当和
必要反应。
汪文斌说，一段时间以来，美
国政府不断向中方甩锅推责，对
中国进行污名化攻击，无端攻击
中国的社会制度，无理刁难中国
驻美外交领事人员，对中国在美

■关注防汛抗洪

留学人员进行恐吓、
盘查，没收个
人电子设备，甚至是无端拘押。
此次美方单方面限时关闭中国驻
休斯敦总领馆，是美对华采取的
前所未有的升级行动。
他说，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
别国内政原则，渗透、干涉别国
内政从来不是中国外交的基因
和传统。中国驻美外交机构始
终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互
相了解和友谊。中方根据《维也
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
事关系公约》为美驻华外交机构
和人员履职提供便利。反观美
方，去年 10 月和今年 6 月两次对
中国驻美外交人员无端设限，多
次私自开拆中方的外交邮袋，查

扣中方公务用品。由于近期美
方肆意污名化和煽动仇视，中国
驻美使馆近期已经收到针对中
国驻美外交机构和人员的炸弹
和死亡威胁。美驻华使馆网站
更是经常公然刊登攻击中国的
文章。相比之下，是谁在干涉别
国内政，是谁在搞渗透、搞对抗，
事实一目了然。
汪文斌说，美方声称美中关
系不对等，
这是美方的惯用借口，
毫无道理。事实上，单就中美驻
对方国家使领馆数量和外交领事
人员数量而言，美方远远多于中
方。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
错误决定。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措施坚决应对。”

应急管理部：

淮河干支流需继续加强流域性洪水应对
新华社电 应急管理部 22 日
发布未来 3 天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预警提示，
预计23日至25日，
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至江淮、
江南北部将出现强降水；
淮河干支

流需继续加强流域性洪水应对。
未来 3 天，河南、山东、苏皖
中北部需防范城乡内涝和中小河
流洪水。长江中下游、洞庭湖、
鄱
阳湖和太湖仍维持高水位运行，

湖北、
湖南、
安徽和江浙等地仍需
加强暴雨洪涝、山体滑坡灾害的
防范。重庆、四川、云南、甘肃和
陕西等西南、西北山地丘陵地区
地质灾害风险高。

搞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五要发
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为进城农民就
近打工就业提供机会。
会议指出，今年就业形势严
峻，灵活就业规模大、空间大，是
稳就业的重要途径。要压实地方
特别是市和区县政府责任，通过
深化“放管服”改革，取消对灵活
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劳动者
合理有序经营。一是鼓励个体经
营。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纾困政
策。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下岗
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
营的，按规定给予创业补贴、担保
贷款、税收优惠等支持。二是支

持非全日制就业。对就业困难人
员、
离校 2 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从
事非全日制等工作的，按规定给
予社保补贴。三是对网络零售、
移动出行、线上教育培训、在线医
疗等新就业形态实行包容审慎监
管，激励互联网平台创造更多灵
活就业岗位。四是加强就业公共
服务。适应企业灵活用工需要，
发展零工市场。维护灵活就业人
员薪酬、职业安全等权益，严禁拖
欠劳动者工资。研究制定平台就
业劳动保障政策。五是动态发布
社会需要的新职业，开展有针对
性培训，
增强群众灵活就业能力。

医疗机构、医师、护士电子证照
将全国推行
新华社电 国家卫健委 22
日在官网公布了《关于推行医疗
机构、医师、护士电子证照工作
的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医疗机构、
医师、
护士电子证照，
进一步推进医疗资源科学配置，
提高卫生健康管理效率。
通知提到，
电子证照生成工
作将于 2020 年 8 月 1 日正式启
动。符合生成条件的，
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制发电子证照。需
要补充完善生成信息的，
医疗机
构、
医师、
护士可依照权限通过机

构端、
个人端进行信息维护，
符合
生成条件后予以制发电子证照。
电子证照是指由计算机等
电子设备形成、传输和存储的，
包含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医师和
护士执业注册等信息的证照数
据文件。电子证照与现行证照
并行使用，
具有同等效力。
通知提到，
电子证照是现有
电子化注册系统功能的完善、
升
级和拓展，
其签发、
生成、
修改等
工作，
应当与医疗机构、
医师、
护
士电子化注册管理相衔接。

最高法、国家发改委发文

大幅降低
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
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修订工作，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22 日
调整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
联合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
上限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 在当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
前形势下，
降低民间借贷利率保
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其中
护上限对于纾解企业融资难、
融
明确提出修改完善民间借贷司
资贵以及从源头上防止
‘套路贷’
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 ‘虚假贷’
具有积极意义，
也是最
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坚决否
有效的解决方案。
”他说。
定高利转贷行为、违法放贷行
据介绍，
这份意见以助力经
为的效力。
济高质量发展、
建设高标准市场
根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 体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市场
目前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
主体、
产权保护、
公平交易、
市场
上限为年利率 24％。最高法民
秩序、
民生保障、
服务开放、
高效
一庭庭长郑学林表示，
最高法正
解纷等七个方面，
提出了三十一
在结合民法典的最新规定开展
条贯彻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