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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为华晨宝马沈阳铁西工厂新厂区开工致贺信
据新华社沈阳 10 月 11 日电
华晨宝马铁西工厂新厂区开工仪
式 10 月 11 日在辽宁沈阳举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德国总理默
克尔分别致贺信。
李克强表示，宝马集团成为

中方放宽汽车行业合资股比限制
后的首个受益者，开启了中德两
国汽车制造业融合发展、互利共
赢的新征程。今年适逢中国改革
开放 40 周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
门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放宽市

场准入，为各类所有制、内外资企
业打造一视同仁、不断优化的营
商环境。欢迎外国企业扩大对华
合作，
更好实现共同发展。
默克尔表示，今年 7 月李克
强总理和我在柏林共同见证华晨

集团和宝马集团签署战略性框架
合作协议，释放了德中发展长期
稳定、互利双赢经济合作与伙伴
关系的明确信号。德方欢迎中方
深化改革开放，放宽市场准入，期
待双方合作取得新的成绩。

宝马对华大额增资 30 亿欧元建设第三座整车工厂

10 月 11 日袁嘉宾为华晨宝马铁西新工厂奠基遥

据新华社沈阳 10 月 11 日电
11 日，宝马集团与华晨汽车集团
签署新的合资协议，双方正式启
动合资企业华晨宝马铁西新工厂
项目。宝马集团董事长克鲁格在
开工仪式上说，宝马在中国投资

发展掀开了新篇章，将对华增加
投资 30 亿欧元，对现有生产设施
和项目进行大规模改造，未来 3
至 5 年，华晨宝马整车年产能将
在目前 52 万辆基础上增至 65 万
辆，新创造 5000 个工作岗位。

据了解，去年以来，宝马集团
按其全球战略布局需要和在中国
的新发展战略，在中国一些城市
进行选址考察，计划投资建设新
的生产基地。辽宁省和沈阳市以
及华晨汽车集团等有关方面，与

宝马方面多方会商，宝马最终确
定将扩产项目布局沈阳。
2003 年 5 月，宝马集团和与
华晨汽车集团在辽宁省沈阳市共
—华晨宝马
同设立了合资企业——
汽车有限公司，迄今合资已满 15
周年。沈阳已成为宝马集团全球
范围内最大的生产基地，宝马在
这里不仅建成了大东和铁西两个
整车工厂，还建立了年产 60 万台
发动机的欧洲以外最大动力总成
工厂、德国本土以外最大研发中
心 。 华 晨 宝马 整 车 产 量 已 超 过
200 万辆。2009 年以来，宝马在
沈阳累计投资超过 520 亿元人民
币，华晨宝马完成产值近 7000
亿元，纳税 1000 余亿元，在当地
构建高质量产业体系。
克鲁格说，中国将成宝马新
能源汽车的全球生产基地。新的合
资协议将双方合作延长至 2040
年。据了解，
随着新工厂建设的推
进，预计到 2020 年，宝马品牌核
心产品系列的首款纯电动汽车将
在沈阳生产，
这款产品不仅在中国
销售，
还将出口到全球市场。
宝马在华新工厂项目的开工
意味着宝马在华投资发展进入新
阶段。这一项目也被视为中国扩
大开放、放宽汽车业外资股比限
制的标志性项目，助力推进东北
振兴、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引领高
质量发展。

国办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据新 华社北 京 10 月 11 日 电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 《完善促进
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 （2018－
2020 年）
》，部署加快破解制约居民
消费最直接、
最突出、
最迫切的体制
机制障碍，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
力。
《方案》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顺应
居民消费提质转型升级新趋势，聚
焦引导形成合理消费预期、切实增
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
一目标任务，强调要依靠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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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袁一名选手在做越绣遥
当日袁一场民间艺术绝技绝活擂台
赛在浙江省桐庐县举行遥 参加陶瓷工
艺尧抽纱刺绣尧剪纸尧雕刻等项目的选手
同场竞技袁一展技艺遥
新华社发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积极培育重点
消费领域细分市场，全面营造良好
消费环境，
不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方案》提出了 2018－2020 年
实施的六项重点任务。一是进一步
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主要
包括出台实施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
提质升级的政策措施，扩大文化文
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 范
围，加快制定赛事审批取消后的服
务管理办法，合理放宽社会办医疗
机构配置大型医用设备规划预留空
间，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开展家

政服务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举办
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等
政策措施。二是完善促进实物消费
结构升级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大
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壮大绿
色消费，促进智能汽车创新发展，
加快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
术商用等政策措施。三是加快推进
重点领域产品和服务标准建设。主
要包括将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
质”工程实施范围逐步由食品农产
品领域向消费品等其他领域拓展，
加强消费产品和服务标准制定 等
政策措施。四是建立健全消费领域
信用体系。主要包括完善消费领域

信用信息共享共用机制，在部分地
区试点建立失信企业惩罚性 赔偿
制度，完善食品药品等重要消费品
召回制度等政策措施。五是优化促
进居民消费的配套保障。主要包括
制定出台新个人所得税法相 关配
套制度和措施，积极开展个人税收
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加
快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政策 措
施。六是加强消费宣传推介和信息
引导。主要包括加强消费领域统计
监测，加强消费领域大数据应用，
认真做好消费宣传引导 工作 等政
策措施。

中国向叙利亚援助一批
电力设备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 员园 月 员园
日电 中国向叙利亚援 助的 一批
电力设备 10 日在叙西北港口城
市拉塔基亚举行交接仪式。
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临时代
办、政务参赞马旭亮在交接仪式上
说，这批援助物资将为改善叙利亚
人民的生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发
中方希望为叙重建
挥作用。他表示，
进程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据悉，本批援助物资包括电
力变压器、电缆等。叙利亚电力部

部长助理尼达勒·格尔木什说，援
助的电力设备对叙方而言非常重
要，
将支持叙各地重建进程。
2011 年 叙 利 亚 危 机 爆 发 以
来，中国政府一直通过多种方式
和渠道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中国商务部分别与世界卫生
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国际
机构签署多项合作协议，用于在
叙利亚及其周边国家实施人道主
义项目，为难民及流离失所者提
供卫生、粮食等人道主义援助。

俄载人飞船发射失败
宇航员紧急着陆生还
据新华社莫斯科 员园 月 员员 日电
载有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的一艘俄
罗斯飞船 11 日发射失败。目前，
俄救援人员已找到紧急着陆的两
两人均平安无恙。
名宇航员，
据俄罗斯航天集团发布的消
息，莫斯科时间当天 11 时 40 分
（北京时间 16 时 40 分），载有宇
航员的“联盟 ＭＳ－10”飞船由
“联盟－ＦＧ”型运载火箭从哈萨
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升空。
起飞约 119 秒后，火箭第一级分
离，位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被抛
下，
但火箭第二级的发动机突然关
闭，此后乘员舱与火箭紧急分离，
并抛出降落伞着陆。
俄航天集团说，飞船上的俄国
宇航员阿列克谢·奥夫奇宁和美国
宇航员尼克·黑格均告生还，他们
原计划在国际空间站驻守约半年。
两名宇航员着陆的地点距哈

萨克斯坦中部城市杰兹卡兹甘约
20 公里，俄一个空降兵小组率先
乘飞机抵达，并在伞降后找到飞
船乘员舱。目前两人已经出舱，经
初步检查均没有受伤，状况良好。
他们将被送往拜科努尔的宇航员
医院进一步检查，然后回到莫斯
科。
获悉宇航员平安生还后，
俄罗
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谢
俄航天集
天谢地，
宇航员还活着。”
团总裁罗戈津表示，
飞船的紧急逃
生系统表现出色，
俄将成立国家调
查委员会来调查此次事故。
据悉，这是 1983 年以来俄载
人飞船首次发射失败。据俄“国家
采购”网站发布的消息，俄航天部
门为此次发射购买了保险，其投
保费为 1.433 亿卢布 （１ 美元约
合 67 卢布），保险赔偿金为 46.55
亿卢布。

阿富汗今年各类武装冲突
造成 8000 多平民死伤
据新华社喀布尔 员园 月 员员 日电
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 10 日在
官网发布最新报告说，今年 １ 月
至 ９ 月，阿富汗各类武装冲突和
其他暴力事件共造成包括妇女、
儿童在内的 8050 名平民死伤，其
中死亡 2798 人，受伤 5252 人。
报告说，各类武装冲突等造
成平民伤亡情况依然严重。其中，
前 ９ 个月平民死亡人数较 2017
年有所上升，这也是该机构 2014
年之后的最高同期纪录。
报告说，楠格哈尔省、喀布尔

省、赫尔曼德省以及法里亚布省
是遭受各类冲突影响最严重地
区。尤其在楠格哈尔省，今年前 ９
个 月 各类 武 装 冲 突 共 造 成 1494
名平民死伤，是 2017 年同期的两
倍多。
阿富汗将于今年 10 月 20 日
举行议会选举。报告显示，今年前
９ 个月共有 366 名平民死伤与针
对选举活动的袭击有关。其中，
最严
重的两起袭击是 ４ 月 22 日发生在
首都喀布尔和 ５ 月 ６ 日发生在霍
斯特省选民注册站的袭击事件。

特朗普言辞激烈地批评
美联储加息政策
据新华社华盛顿 员园 月 员园 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日言辞激烈
地批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
币政策过紧，并说美联储已经“疯
了”。特朗普此举引发外界对总统
干预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
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州
参加集会活动前表示，美联储当
前的货币政策过于紧缩。他表示，
美联储正在“犯下错误”，并称美
。
联储已经“疯了”
在特朗普发表此番言论当
天，美国股市遭遇暴跌。截至 10
日收盘，美股道琼斯指数跌幅为
3.15％ ， 标 普 500 指 数 跌 幅 为
3.29％ ， 纳 斯 达 克 指 数 跌 幅 达
4.08％。此外，近来美国债券收益
率不断走高，显示与之逆相关的
债券价格走低，债券市场在股市
暴跌当天没有成为“避风港”
，这
一动向引起了市场分析人士的更

多担忧。
特朗普说，当天美国股市经
，他
历了一次意料之中的“修正”
表示“真的不同意美联储的做
法”。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尚未对特
朗普的言论作出回应。
特朗普近期多次公开批评美
联储加息政策，打破了长期以来
白宫回避评论货币政策 的传统，
并引发外界对总统是否干涉美联
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争议。
美联储上月 26 日宣布将联邦
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25 个基点
至 ２％－2.25％。这也是美联储今
年来第三次加息。同时，美联储对
未来两年加息节奏的预期也维持
不变，预计今年还将加息一次，
2019 年和 2020 年将分别加息 ３
次和 １ 次。多数经济学家和市场
人士预计，美联储将在 12 月进行
今年第四次加息。

巴西今年农产品出口额
预计达 1000 亿美元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 员园 月 员园 日电
巴西农业部部长布莱罗·马吉 10
日说，
预计今年巴西农产品出口额
将达 1000 亿美元。
据巴西农业部统计，今年 １
月至 ８ 月，巴西农产品出口额已
达 685 亿美元，其中贡献最大的
是大豆及相关产品。
巴西农业部执行秘书欧马尔·

诺瓦齐表示，农业是巴西经济最重
要的支柱产业。巴西地理统计局数
据显示，
2017 年巴西国内 生产总
值 增 长 １％ ， 其 中 农 业 增 幅 达
13％，是推动巴西经济增长的最
主要动力。
据悉，巴西已成为全球第三大
农产品出口地，仅次于欧盟和美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