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三十号我国成功发射遥感三十号0606组卫星组卫星

3月24日11时4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三十号06组卫星发
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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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 24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3月 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推动制造业和流通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同
时积极有序复工复产的措施；部署进一步提
升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努力稳定供应链。

会议指出，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对世
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对国内经济带来一
系列严峻挑战。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综合研究进一步扩大有效需求、助企
业、稳就业等应对之策，更有针对性做好

“六稳”工作。要继续做好科学精准防控，
对新发病例发现一起及时依规处置一起，
公开透明发布信息。在此基础上，积极有
序推动制造业和流通业复工复产复业。一
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及时协调解决

制造业全产业链复工复产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特别要保障在全球产业链中有重要影
响的企业和关键产品生产出口。二是培
育壮大消费新业态，发展线上零售、餐饮、
问诊、教育等服务，畅通便利社区居民的
消费网络。支持发展农村电商，促进农产
品销售。三是加快落实扶持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的已定政策措施。引导金融机
构提高信用贷款、续贷和中长期贷款比重，
推动新增贷款更多支持首次获得贷款的中
小微企业。鼓励大企业、头部企业运用获
得的融资，以预付款等形式向上下游中小
微企业支付现金，带动共同发展。四是针
对外需订单萎缩态势，支持企业网上洽谈、
网上办展，主动抓订单、促合作。根据国际

疫情发生新变化的情况，研究推迟今年春
季广交会时间以及利用网络等手段举办等
替代方案。

会议指出，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存在
明显短板，当前受疫情冲击国际航空客运萎
缩，导致客机腹舱货运大幅下降，对我国产
业的国际供应链带来较大影响。要采取有
效措施提高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能力，既着力
保通保运保供、支撑国内经济，又推动增强
我国物流行业国际竞争力。一要加强国际
协作，畅通国际快件等航空货运，对疫情防
控期间国际货运航线给予政策支持。鼓励
采取租赁、购买等方式增加货机，支持货运
航空公司壮大机队规模，发展全货机运输。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一视同仁支持各种所有

制航空货运市场主体发展，鼓励航空货运企
业与物流企业联合重组，支持快递企业发展
空中、海外网络。二要完善航空货运枢纽网
络。对货运功能较强的机场，放开高峰时
段对货运航班的时刻限制。在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和成渝等地区具备条件的国
际枢纽机场实行 24 小时通关，提高安检和
通关效率。三要健全航空货运标准体系，
推动货运单证简化和无纸化，建立航空公
司、邮政快递、货站等互通共享的物流信息
平台。加强清关、货代、仓储等物流服务。
加强现有机场设施升级改造，完善冷链、快
件分拣等设施。有序推进以货运功能为主
的机场建设。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推动制造业和流通业有序复工复产措施
部署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能力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最高人
民法院 24日发布首批 10个全国法院
服务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民商
事典型案例，涵盖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因疫情停产导致的买卖
合同违约、金融借款逾期等纠纷类型。

这 10个案例包括：浙江吉高实业
有限公司诉梅州市中联精密电子有限
公司、赣州中盛隆电子有限公司等买卖
合同纠纷案，东莞信托有限公司诉肇庆
科伦纸业有限公司、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
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上海丽景针
织制衣有限公司诉合玺（上海）服装有限
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系列案，深圳新宙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桑顿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浮梁县支行诉景德镇康源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苏州德威系关
联企业金融借款纠纷系列案，福建晋江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福建晋江市
越峰鞋塑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光
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质押式证券回购
纠纷案，徐某某诉义乌市百灵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案，龙游县宏泰食品有
限公司恢复企业信用征信案。

最高法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疫情
开始至3月18日，全国各级法院新收一
审民商事案件 212万件。各级法院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克服疫情
影响，全力做好审判执行和矛盾化解工
作，共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89.8万件。

据悉，最高法发布本批典型案例，旨
在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指导作用，统一各
级法院在疫情防控期间民商事案件的办
案理念，聚焦涉诉企业复工复产中的实
际困难，通过典型案例、典型做法，引导
办案法官及时解决办案中的实际问题，
稳定社会对司法案件处理的合理预期。

第一批案例发布后，最高法将及
时分批次发布更多典型案例，推动各
级法院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
用，更好服务保障复工复产和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

工信部：

以独立组网为目标
加快推进5G网络建设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记者 24日从工信部获悉，工

信部已发布关于推动5G加快发展的通知，全力推进5G网
络建设、应用推广、技术发展和安全保障，特别提出支持基
础电信企业以5G独立组网为目标加快推进主要城市的网
络建设，并向有条件的重点县镇逐步延伸覆盖。

工信部提出，基础电信企业要进一步优化设备采购、查
勘设计、工程建设等工作流程，抢抓工期，最大限度消除疫
情影响。工信部鼓励地方政府将5G网络建设所需站址等
配套设施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并将加强电力和频率保
障，调整 700MHz频段频率使用规划，加快实施 700MHz
频段 5G频率使用许可，推进5G网络共享和异网漫游。工
信部提出，要培育新型消费模式，加快用户向5G迁移，推动

“5G＋医疗健康”创新发展，实施“5G＋工业互联网”512工
程，促进“5G＋车联网”协同发展，构建5G应用生态系统，同
时持续加大5G技术研发力度，构建安全保障体系。

前两个月全国财政
收入同比下降9.9％
据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财政部 24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前两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5232亿元，同
比下降9.9％。

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两个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242亿元，同比下降11.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7990亿元，同比下降8.6％。全国税收收入31175亿元，同
比下降11.2％；非税收入4057亿元，同比增长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前两个月，一些经济活动出现暂停。“财
政收入同比增速下降，在预期之中。随着复工复产有序推
进、经济逐步回归正轨，财政收入也将随之恢复。”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来看，前两个月，国内增值税同比
下降19％；国内消费税同比下降10％；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
6.9％；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下降 25.1％；关税同比
下降14.3％。

值得关注的是，前两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 349亿元，
同比增长 77.2％。“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的背景下，我
国资本市场表现相对稳定、韧性渐显。这一数据体现我国
资本市场交易活跃，彰显市场人气。”杨志勇说。

财政支出方面，前两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350亿元，同比下降2.9％。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
支出 4269 亿元，同比增长 4.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081亿元，同比下降3.9％。

林郑月娥：

将任命张举能为香港
特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

新华社香港3月24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24日宣布，已接纳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就任命张举能为特
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推荐，并会在征得立法会同意后，根
据香港基本法作出任命，由2021年 1月 11日起正式生效。

林郑月娥表示，很高兴接纳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就任
命张举能法官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推荐，衷心祝贺张举
能法官将获任命。张举能法官是一位颇具才能的法官，在
司法机构及法律界均深受敬重。他就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超过7年，对司法机构的运作有非常丰富的行政经验。

林郑月娥指出，法治是香港稳定繁荣的基石。多年来，
特区政府致力于为司法机构提供一切所需支援，以维持其
有效的司法工作。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张举能法官和司法机
构成员提供支援。

现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相信张举能会是
一位出色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必定会继续维护法治及保
障司法独立，司法机构在他领导之下将会继续确保个人的
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张举能表示，充分了解社会对司法机构有很高的期望，
如获委任，将会竭尽所能，确保法治及司法独立得到维持，
个人权利和自由获得保障。

终审法院是香港的最终上诉法院，由终审法院首席法
官和常任法官组成，非常任法官也可应邀参加审判案件。
《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第 484章）规定，终审法院首席法官
是司法机构之首，负责司法机构的行政管理及执行其他合
法地不时委任给他的职能。

国台办：

奉劝民进党当局和苏贞昌们
立即停止传播政治病毒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日应
询表示，苏贞昌再次无耻散布“苏式谎言”，公然造谣大陆

“隐瞒疫情”。这种借制造谎言来煽动歧视、仇恨的表演，再
次将他的恶毒本性暴露于世人面前。

朱凤莲说，在过去两个多月时间里，大陆民众团结一心，
奋力抗击疫情，取得的成绩举世公认，为全世界防疫赢得了宝
贵时间。同时，我们始终本着对台湾民众生命健康福祉高度
负责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向台湾有关方面通报疫情信息，包括
专门通报大陆与世卫组织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和获取相关
基因序列途径的信息。截至3月24日已通报101次。民进党
当局从来不敢将这些真相告诉台湾民众。

朱凤莲指出，“苏式谎言”屡次被事实打脸。当前台湾
地区疫情形势不断加剧。奉劝民进党当局和苏贞昌们立即
停止传播政治病毒。借疫情不断“点火”升高两岸对立，恶
化两岸关系气氛，既无耻又令人厌恶。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4日晚应约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通电话。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巴
西政府和巴西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示
诚挚慰问和坚定支持。习近平指出，近来，
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扩散很快。当务之
急，各国要加强合作。中方始终秉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
度，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同世卫组

织和国际社会分享防控、治疗经验，并尽力
为各方提供援助。我十分关注巴西疫情发
展，希望巴方尽早遏制疫情扩散。今天，中
国同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举
行了视频工作会议，就疫情防控开展交流。
中方愿向巴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防止
疫情在世界范围扩散贡献力量。

习近平强调，中国为抗击疫情付出了巨
大牺牲，为国际社会赢得了宝贵时间，国际社

会对此已有公论。中巴两国互为全面战略伙
伴。双方要保持战略定力，支持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共同向国际社会发出团结一
致的声音，传递携手应对疫情的积极信号，同
时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共同
维护好、发展好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
相信，中巴两国一定能够携手战胜疫情，并推
动中巴全方位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博索纳罗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巴
西呈现蔓延势头。巴方感谢中方为巴西在华
采购必要医疗物资提供便利，希望同中方加
强防控经验交流，共同抗击疫情，尽快遏制住
国内疫情扩散。我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敬，
并重申巴中友谊和巴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坚
不可摧。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双边合作，并加
强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
为抗击疫情和经济恢复发挥应有作用。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通电话

最高法发布首批全国法院服务保障
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民商事典型案例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4日晚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
耶夫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来 势 汹 汹 ，对 各 国 都 是 一 次 大 考 。
在 中 国 疫 情 防 控 形 势 最 艰 难 时 刻 ，
哈 萨 克 斯 坦 政 府 和 各 界 力 挺 中 国 。
当前哈萨克斯坦也出现疫情蔓延势
头。在总统先生带领下，哈萨克斯坦
迅速采取果断举措，体现了对全体人
民负责的态度，中方对此高度评价。
作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
中方对哈萨克斯坦当前处境感同身
受，将积极提供支持和帮助。中哈相
互支持体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
特殊性，为国际社会合作抗疫树立了
典范。

习近平强调，病毒没有国界，疫
情不分种族。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
卫生危机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 体 的 迫 切 性 和 重 要 性 更 加 凸 显 。
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
才能战胜疫情，维护人类共同家园。
中方愿同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世
界各国一道，加强国际抗疫合作，共
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疫情是
暂时的，合作是长久的。疫情给中哈
合 作 带 来 挑 战 ，同 样 也 孕 育 着 新 机
遇。中哈应该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
信，扩大数字经济、医疗卫生等领域
合作，打造中哈关系新增长点。相信
风雨过后，中哈共建“一带一路”必将
取得更多成果。

托卡耶夫表示，在主席先生英明
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方面取
得杰出成就，为世界各国人民注入了
信心和希望。全世界都目睹了中国医
疗体系的高超水平和中国医护人员的
高度敬业，中国再次展示了应对复杂
困难挑战的高效治理能力。哈方对此
高度评价并表示祝贺。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在世界范围蔓延，哈萨克斯坦
也不能独善其身。哈方希望同中方加
强合作，尽快战胜疫情。哈方致力于
深化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这完全符合两国
人民共同利益。哈方愿同中方加强在
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沟通
与合作。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4日晚同波兰总统杜达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波
兰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方表示慰问和支持，
中国人民铭记在心。患难见真情。中方坚定
支持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
中方还同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东欧十七国举行
了卫生专家视频会议，及时分享疫情防控信
息和有关做法。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愿同包括波兰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强抗疫
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习近平强调，战胜这次疫情，给我们力
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中国 14亿人民同
舟共济，众志成城，坚定信心，同疫情进行顽
强斗争。中国广大医务人员奋不顾身、舍生
忘死，这种高尚精神让我深受感动。人民才
是真正的英雄。只要紧紧依靠人民，我们就
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习近平强调，波兰是中国在欧盟和中东

欧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方愿同波方一
道，加强高层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战略互
信，推动中波关系不断向前迈进，共同为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和中欧关系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

杜达表示，中方采取及时果断有力措
施，有效遏制住疫情蔓延，我对中国人民和抗

击疫情的中国医护人员表示敬佩。中方有关
经验值得波兰借鉴。波兰正面临疫情严峻挑
战，急需医疗防护物资。感谢中方及时提供
宝贵支援，这是波中深厚友谊的体现。中国
经济基础雄厚，我对中国战胜疫情、实现更好
发展充满信心。波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
合作，共同致力于促进中东欧国家和中国之
间的合作。我珍视同习近平主席的友谊，期
待着疫情过后早日访华。

习近平同波兰总统杜达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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