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之际袁世界 100 多个
政党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来电函尧 视频或以其
他方式袁向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表示热烈祝贺袁
盛赞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和中
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袁 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袁中国必将走向更光辉的未来袁并为人类社会进步
作出更大的贡献遥

老挝人民革命党对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致
以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袁 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袁在
新时代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袁 推动中国
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建设事业取得新的巨大成就袁
中国党和国家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提
升遥 上述成就为老挝党尧政府和老挝人民在新时期朝
着社会主义目标推进国家建设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和巨大鼓舞遥

埃及共产党表示袁中国共产党走过了 99 年的光
辉历程袁带领中国人民在政治尧经济尧社会等各领域
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袁 为世界反帝反殖民斗争
和全球正义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埃及共产党坚定
支持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人民利益采
取的一系列有力举措遥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表示袁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对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遥 我们都
曾领导各自人民进行反帝反殖民的英勇斗争袁 并共
同怀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遥 我们愿同
中国共产党一道袁为建立一个没有贫困尧落后和疾病
的地球家园而努力奋斗遥

墨西哥劳动党表示袁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
争中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核心彰显了重要作用袁并
向其他国家伸出人道主义援手袁及时分享抗疫经验袁
提供技术和物资援助遥 祝愿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中
国人民奋勇拼搏尧攻坚克难袁取得更加卓越的发展成
就袁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遥

阿根廷正义党表示袁 阿根廷正义党热烈祝贺中

国共产党建党 99 周年袁 两党情同兄弟袁均
秉持为人民利益服务的理念遥 阿根廷正义
党愿以再次执政为契机袁 进一步密切两党
两国关系袁 推动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
到新高度袁共同建设和谐美丽世界遥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表示袁历史证明袁
中国共产党具有驾驭复杂局面尧 应对风险
挑战的强大能力遥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愿
同中国共产党深化相互理解信任袁 夯实两
国人民传统友谊袁拓展双方务实合作遥

法国共产党表示袁 中国共产党走出了
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尧 与时俱进的独特发展
道路袁创造了光辉发展历程遥当前袁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袁 中国正努力为实现高质量增长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而奋斗遥我们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袁认为世界应放弃冷战思
维袁加强团结合作袁促进共同发展遥

欧洲左翼党表示袁中国共产党长期维护和
平与发展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通过推进改革创
新和长远规划袁战胜了诸多艰难险阻袁取得伟大
成就遥 在欧中建交 45 周年及新冠肺炎疫情的背
景下袁 欧洲左翼党期待国际社会开展积极合作袁
摒弃一切污名化做法遥

此外袁柬埔寨人民党尧伊朗伊斯兰联合党尧朝
鲜劳动党尧蒙古人民党尧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尧土
耳其爱国党尧越南共产党尧埃塞俄比亚繁荣党尧纳米
比亚人组党尧坦桑尼亚革命党尧突尼斯人民运动尧智
利共产党尧古巴共产党尧乌拉圭广泛阵线尧匈牙利工
人党尧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尧塞尔维亚前进党尧瓦努
阿图瓦库党尧德国的共产党尧西班牙共产党尧英国共
产党等政党也通过来电来函等方式袁 对中国共产党
成立 99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袁期待继续深化同中国共
产党在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袁 为各自国家和世界的
和平稳定尧繁荣发展作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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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去海南野剁手冶了吗?财政
部尧海关总署尧税务总局 6 月 29 日发
布公告称,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海南
离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购物额度提高
至 10 万元,不限次数遥

为贯彻落实 叶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曳,经国务院同意,三部门发
布了 叶关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
策的公告曳遥

离岛免税政策是指对乘飞机尧火
车尧轮船离岛(不包括离境)旅客实行限
值尧限量尧限品种免进口税购物,在实
施离岛免税政策的免税商店内或经批

准的网上销售窗口付款,在机场尧火车
站尧 港口码头指定区域提货离岛的税
收优惠政策遥

据财政部关税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除了将免税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 3
万元提高至 10 万元之外, 此次发布的
公告还扩大了免税商品种类,增加电子
消费产品等 7 类消费者青睐商品遥 此
外, 取消单件商品 8000 元免税限额规
定,以额度管理为主,大幅减少单次购
买数量限制的商品种类, 仅限定化妆
品尧手机和酒类商品的单次购买数量遥

公告明确,具有免税品经销资格的

经营主体可按规定参与海南离岛
免税经营遥 已经购买的离岛免税商
品属于消费者个人使用的最终商
品 ,不得进入国内市场再次销售遥

我国自2011 年 4 月开始试行离岛
旅客免税购物政策以来,总体运行情况
良好遥 据统计,截至 2019 年底,累计购
物 1631 万人次,免税销售额 538 亿元遥

野此次政策调整力度大,将大幅改
善消费者购物体验, 释放政策红利,提
升群众获得感, 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 增强各界对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信心遥 冶这位负责人表示遥

6 月 24 日袁 俄罗
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5 周年阅兵式在
莫斯科红场举行袁超过
14000 名士兵 尧234 件
武器装备和 75 架飞机
参加此次阅兵遥 据了
解袁中国人民解放军陆
海空三军仪仗队的 96
名军人亮相本次红场
阅兵袁这是解放军三军
仪仗队时隔 5 年再次
踏上红场的土地遥

屈海齐摄

蒉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集团 6 月
30 日发表新闻公报说, 为应对新冠疫情的
持续影响, 该公司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裁减
约 1.5 万个工作岗位遥 公报说,受疫情影响,
航空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遥 空客集团
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裁减约 1.5 万个工作岗
位,其中德国 5100 个尧法国 5000 个尧英国
1700 个尧西班牙 900 个遥 此次调整包括空
客集团在德国的一家子公司此前预计裁减
的约 900 个工作岗位, 该子公司在疫情暴
发前已确定重组遥

蒉民航局 1 日发出自 叶民航局关于调
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曳发布以来的第二
份野熔断指令冶,决定自 7 月 6 日起暂停四
川航空埃及开罗至成都 3U8392 航班运行
1 周遥 6 月 27 日,四川航空埃及开罗至成都
的 3U8392 航班上 6 位旅客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呈阳性,民航局根据此前发布的叶民航
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曳有关规
定,决定对四川航空实施航班熔断措施遥 自
7 月 6 日起,暂停四川航空该航线航班运行
1 周,并要求熔断的航班量不得用于其他航
线遥

蒉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 1
日顺利进入长期运行管理模式,至此,30 颗
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全部进入长管模
式, 中国北斗朝着完整服务全球的目标迈
出关键一步遥 目前,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正在
积极开展平台和星间链路在轨测试, 为早
日接入星间链路系统和入网提供导航服
务作最后的冲刺遥

蒉据农业农村部消息, 自 7 月 1 日起,
我国首次在大西洋公海相关海域试行为期
三个月的自主休渔, 促进公海渔业资源科
学养护和长期可持续利用遥 农业农村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印发的叶关于加强公海
鱿鱼资源养护促进我国远洋渔业可持续发
展的通知曳,是我国第一个旨在加强国际鱿
鱼资源养护的文件, 也是针对尚无国际组
织管理的部分公海区域渔业活动采取的创
新举措遥据了解,休渔期间,在西南大西洋公
海相应区域作业的所有中国籍远洋渔船停
止捕捞作业遥

蒉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窑
彼得斯 6 月 30 日宣布,受新冠疫
情影响, 原定明年在新西兰最大
城市奥克兰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APEC)会议将以线上方式
举行遥 彼得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虽
然亚太经合组织系列会议要到
2021 年 11 月才陆续举行,但作为
东道主, 新西兰必须提前考虑会
议筹办和安保等工作, 敲定以何
种方式举办会议遥

蒉 欧洲联盟自 7 月 1 日起
准许 10 余个国家公民进入欧
盟国家遥 美国由于新冠疫情严
重,未被列入其中遥 这份准入国
家名单仅为野建议冶性质,对欧盟
成员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欧
盟领导层已警示成员国私自扩
充名单的风险遥 英国叶卫报曳报
道 , 欧盟设定准入名单的关键
野门槛冶之一是新冠病毒感染率
不得高于欧盟国家目前平均水
平尧即每 10 万人中 16 人感染遥
德新社报道,欧洲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官方数据显示,美国过去两
周每 10 万人中新增确诊病例
超过 120 例遥

7 月起海南离岛
免税购物每年每人 10 万不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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