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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四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九十五条 省、直辖市、县、

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

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

自治机关。 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

根据宪法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规

定的基本原则由法律规定。

第九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第九十七条 省、 直辖市、设

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

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

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

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 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在阿根廷布宜

诺斯艾利斯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登

高望远， 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

向》的重要讲话，强调二十国集团

要坚持开放合作、伙伴精神、创新引

领、普惠共赢，以负责任态度把握世

界经济大方向。

当地时间中午，峰会开始。阿根

廷总统马克里主持。

习近平发表了引导性讲话，指

出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10 周

年，也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10

周年。尽管世界经济整体保持增长，

但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经

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各

类风险加快积聚。 世界经济再一次

面临历史性的选择。 二十国集团要

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引领方向。

世界经济时有波折起伏， 但各国走

向开放、 走向融合的大趋势没有改

变。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

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代表着生产

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 在这一进程

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

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携手合作、互

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 面对重重

挑战，我们既要增强紧迫感，也要保

持理性，登高望远，以负责任态度把

握世界经济大方向。

习近平强调， 保持世界经济稳

定发展的共同需要催生了二十国集

团。 10年来，我们同舟共济、勠力同

心，推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深渊，走

上了复苏增长的轨道。 10 年后，我

们应该再次拿出勇气， 展示战略视

野， 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向

前发展。

第一，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

贸易体制。 我们应该坚定维护自由

贸易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

中方赞成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

改革，关键是要维护开放、包容、非

歧视等世界贸易组织核心价值和基

本原则， 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

和政策空间。要坚持各方广泛协商，

循序推进。

第二，坚持伙伴精神，加强宏观

政策协调。各方应该坚持财政、货币、

结构性改革“三位一体” 的政策工

具，努力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

持续、包容增长。 发达经济体在采取

货币和财政政策时，应该更加关注并

努力减少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冲击。国际货币体系应该继续

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要构筑更加牢

固的全球金融安全网。

第三，坚持创新引领，挖掘经

济增长动力。 我们要鼓励创新，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同时关注新技术应用带来的风险

挑战， 加强制度和法律体系建设，

重视教育和就业培训。 我们既要立

足自身发展，也要敞开大门，鼓励

新技术、新知识传播，让创新造福

更多国家和人民。 建议二十国集团

将“新技术应用及其影响” 作为一

项重点工作深入研究，认真探索合

作思路和举措。

第四，坚持普惠共赢，促进全球

包容发展。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 安全感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

脚点。 要继续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

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 落实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要维护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和空间， 继续

支持非洲发展， 帮助非洲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 推进新工业

化进程。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国改革

开放 40周年。 40年来，在国际社会

支持下，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奋斗，取

得了历史性发展成就。 中国得益于

改革开放， 将坚定不移推进新一轮

改革开放，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保

护产权和知识产权，鼓励公平竞争，

主动扩大进口。 中方希望各国共同

营造自由、开放、包容、有序的国际

经济大环境。

许多与会领导人表示，当前，虽

然世界经济整体保持增长， 但增速

放缓， 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势头上

升，世界经济面临风险加剧。 各方应

该加强团结，加强在宏观政策协调、

结构改革、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推进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反对保护主

义，进一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共同

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

包容发展。

在讨论 “公平和可持续未来”

议题时，习近平指出，二十国集团的

经济规模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 80%。

只要我们每个成员的经济都保持稳

定和增长， 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就

有了保障。 我们都要为世界经济增

添正能量， 减少有关宏观经济政策

的负面外溢效应， 努力形成一个共

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中方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合理诉求、国际公平正义

的立场坚定不移。同时，我们也愿本

着建设性态度同各方加强合作，协

商处理分歧。我相信，只要大家发扬

伙伴精神，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就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一定会找

到满意的答案。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以负责任态度把握世界经济大方向

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

克·布什（老布什）美国中部时间

11 月 30 日 22 时 10 分去世， 享年

94岁。

平静离世

布什家族发言人吉姆·麦格拉

思 11 月 30 日晚确认老布什死讯，

没有发布细节。 他的葬礼安排将另

行通知。

熟悉布什家族的消息人士告

诉路透社记者，老布什在得克萨斯

州休斯顿市家中“平静离世” 。

与老布什结发 73 年的妻子芭

芭拉·布什今年 4 月去世。 老布什

出席妻子葬礼， 一天后因为感染

扩散至血液而住院。 按照路透社

的说法， 老布什所患感染可能导

致败血症。

他近些年很少公开露面，多次

因病住院。 去年 4 月，他因为肺炎

和慢性支气管炎住院两周。

老布什 1924 年 6 月 12 日在

美国马萨诸塞州米尔顿镇出生，

耶鲁大学毕业，共和党人。 他 1974

年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在罗纳德·里根政府出任副总统 8

年，1989 年至 1993 年出任美国第

41 任总统。

赞誉有加

老布什的长子、美国前总统乔

治·

W

·布什 （小布什）11 月 30 日

晚些时候发表声明， 称赞父亲是

“品格高尚的人” 。“布什家族所有

人对所有关心和为他祈

祷的人以及表达哀思的

友人和民众深表感激。 ”

现任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和 “第一夫

人” 梅拉尼娅 12 月 1 日

发表致哀声明。

“布什总统引导我们

的国家和世界结束 ‘冷

战’ 、 走向和平； 作为总

统，他奠定了（美国）今

后几十年的繁荣，” 特朗

普写道，“他功成名就，但

依然保持谦卑，为国奉献

的使命感给他明确的方

向。 ”

上一任美国总统贝

拉克·奥巴马和妻子米歇

尔评价老布什的一生说：

“他的一生证实服务公众

是一项高尚、充满乐趣的

使命，他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色。 ”

老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詹

姆斯·贝克把这名昔日上司称作

“朋友” ，说他领导力强、正直、富有

激情而又谦逊，是“一名卓有成效

的领导人” 。

据新华社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去世

据中新社消息 受不利气象条

件影响，中国华北、西北、华东等地

出现空气重污染过程。 生态环境部

表示，截至 11 月 30 日，北京、天津、

河北、江苏等省市中共有 79 个城市

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预警， 其中 5 个

城市发布了红色预警， 并启动相应

应急管控措施。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会同国

家气象中心最新预测预报结果，受

不利气象条件影响，12 月 1 日至 3

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长三角地区北部， 将发生一次空气

重污染过程。

生态环境部表示，11 月 29 日

晚，已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江

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市发

函，指导各地积极开展应对工作。截

至 11 月 30 日， 上述省市中共有 5

个城市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

警、73个城市发布了橙色预警、1 个

城市发布了黄色预警， 启动相应应

急管控措施。

预报显示，12月 1日，长三角地

区中北部将出现轻度至中度污染，

局部重度污染，首要污染物

PM

2.5。

1日，汾渭平原区域整体近地面相对

湿度较大，利于污染物的吸湿增长，

同时受偏东风影响，污染形势加重，

局部地区将出现重度污染。

12 月 1 日至 3 日期间，受不利

气象条件影响，预计京津冀中南部、

山东西部及河南大部分地区空气质

量持续达到重度污染水平， 叠加前

期沙尘残留， 部分城市可能达到严

重污染。

预计 3 日开始， 受可能的冷空

气过程影响， 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空

气质量将自西北向东南逐步改善。

79个城市发布

空气重污染预警

据新华社电 昨日是世界艾滋

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知晓自己的感

染状况”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

滋病规划署呼吁人们通过自我检测

等方法了解自身感染状况， 及早发

现与治疗，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世卫组织 1988 年首次发起世

界艾滋病日活动， 至今已有 30 年。

据世卫组织估计，全球约 3700 万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中， 约 75

%

的人已

接受检测并被确诊， 但仍有约 25

%

的人对自己的感染状况不知情。 对

此， 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推广自我

检测等艾滋病病毒检测服务。

世卫组织新发布的艾滋病病毒

自我检测相关指南介绍， 个人在私

密和方便的环境中使用唾液或指尖

采血来了解自己的感染状况，20 分

钟内即可获得结果， 结果呈阳性者

建议前往医院确诊，同时联系预防、

治疗和护理相关服务。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一份最

新报告也显示， 全球不了解自己感

染状况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有

940万人，他们迫切需要获取相关检

测和治疗服务。

世界艾滋病日：

世卫组织呼吁

推广自我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