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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过中国
和伊朗双方共同努力，两国企业日前在北京草签了
阿拉克重水堆改造首份商业合同，并将于 4月 23日
在维也纳正式签署。

陆慷表示，阿拉克重水堆改造是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核心内容。伊核问题六国专门成立了工作组，
由中国和美国共同担任双组长，与伊朗合作实施改
造项目。自全面协议起步执行以来，在各方不懈努
力下，改造项目逐渐步入正轨，并不断取得积极进
展。此次签署合同将为实质性启动改造工作创造良
好条件。中方愿继续根据全面协议和各方共识，与
各方一道做好后续工作。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伊将签重水堆改造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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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20日电（记者任涛） 从海关总署
获悉，海关总署今天在浙江义乌举办的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对话交流活动上，公布了 2016年中国海关知
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十大案例包括：黄埔、天津、杭州、宁波、广
州海关开展打击进口假冒汽车润滑油专案；深圳、
宁波、天津、黄埔、上海、杭州、青岛、南京海关
开展电动平衡车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上海、南
京、广州、拱北、北京海关开展中美海关知识产权
保护联合执法行动；上海海关查办出口假冒商标缝
纫机头案；厦门海关查办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企业出
口侵权鞋服案；黄埔海关联合公安机关破获特大假
冒商标休闲鞋案；宁波海关查办出口侵犯自主品牌
挂锁案；南宁海关查办出口系列假冒商标商品案；
郑州海关查办出口假冒商标集成电路案；拉萨海关
查办出口假冒商标商品案。

据海关总署副署长邹志武透露，去年中国海关
共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1.95 万余次，实际扣留进
出境侵权嫌疑货物4205.82万余件，其中进口环节查
处 侵 犯 知 识 产 权 商 品 414.42 万 余 件 ， 同 比 增 长
33.60%，查扣涉嫌侵犯自主知识产权货物 757.85 万
余件，同比增长13.2%。

千沟万壑的大小凉山，一座座
“悬崖村”隐匿云端、遗世独立。一场
场脱贫攻坚战，在一个个“悬崖村”
打响。这些年，“悬崖村”的崭新变
迁，令人感奋。

胜利村：告别云端去峡谷

地处小凉山金口河大峡谷腹地的
胜利村，全村7个村民小组曾有6个在
小瓦山陡峭的悬崖上。

“从悬崖上掉下来茅草都撞不到一
根。”村支书王勇这样形容山势的陡峭。

“以前村里人都是‘两头黑’，天
没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回家。”王勇
说，那时下山去卖猪，得两个人扛着
走，而且必须扛在右肩。“如果猪儿挣
扎得厉害，能顺势扔下山谷。要是扛
在左肩，猪在靠山崖的一侧，一挣扎
就可能把人撞下山。”

王勇家在“悬崖”上住了五代，
一直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2014 年，当地政府投入 1000 余万
元，实施移民工程，将长期生活在山
上的 72户村民相继集中搬迁到了山下
的河谷地带。

“政府给了 4000 元买地基的补贴，
家人都想快搬下来。” 当年，王勇的父
亲王安友第一个响应号召，告别了“悬
崖村”，搬到了山下。下山后，村里大
多数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为生，2016年胜

利村实现人均纯收入8650元。

阿土勒尔村：游客纷纷慕名来

约 4 公里的“路”上，有 13 处几
乎是直上直下的峭壁。有的地方，下
脚的地方还不到半个脚掌大，一些地
方根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老乡们
只好用木头和藤条编成 17段藤梯，供
人们攀爬……这曾是昭觉县支尔莫乡
阿土勒尔村勒尔社居民与外界的通道。

位于大凉山腹地的勒尔社美丽如

画。俯瞰，是落差上千米的古里大峡
谷；远望，山峦起伏，森林里依稀传
来猴子的叫声。

2016 年，昭觉县投资 100 万元，
用1500根钢管打造“天梯”，村民们上
山、下山不仅方便了，而且安全了。
村里的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养了400
多只山羊和 80 多只绵羊，“路”好
了，再也不愁销路了。

今年 1 月，中国电信为村民架设
起了“信息天路”。老百姓用上了百兆
光纤宽带和4G手机网络，开启了互联

网时代生活。同时，还建起了幼教
点，适龄儿童实现 100%入学。4 月，
中国电信四川公司援建的勒尔小学教
育信息化项目正式启动，老师和孩子
们将通过智慧教育云应用和公益云课
堂进行网络学习。

如今的“悬崖村”名气越来越
大，慕名而来的探险者络绎不绝。成
都一家旅游企业与县人民政府签订了
旅游开发协议，拟投资 3 亿元，打造
古里大峡谷景区。“悬崖村”，将成为
一个集观光、休闲、度假、户外运动
为一体的体育旅游特色小镇。

大湾子村：“造血”成就新光景

金沙江畔的凉山州金阳县是国家命
名的“中国青花椒第一县”，不少乡政府
都在悬崖上，县城也在半山腰的悬崖上。

2010 年，大湾子村的一条土路修
通，12公里的路就有28个弯，路面崎
岖狭窄。2015 年，国家投资 600 多万
元，对路面进行了加宽硬化改造，路
面加宽到 5.5 米，一般货车都能通行，
实现了“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

为了“造血”，村里2015年成立了
白魔芋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
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大力发展
青花椒林下套种白魔芋，并发展生
猪、水果等产业，让老百姓“林上有
果摘，林下有芋挖，兜里有钱装”。

合作社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
“土地优先、劳力优先”政策，贫困户
的山地有多少入多少，愿意入多少就
入多少，土地里的花椒属自己所有，
林下套种的白魔芋收益分红 20%。同
时，贫困户还优先享有在合作社打工
的权利。合作社按每亩 1400元的种植
管理承包价与村民签订合同，让老百
姓在家门口就能挣得工资性收入。

（据新华社成都4月20日电 记
者吴光于、李力可）

简化留学人员学历认证等手续、尽
力避免入职重复体检、推行信贷尽职免
责制度……近日，国务院印发 《关于做
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升级
版”就业政策继续给力。《意见》 出台
的背景是什么？有哪些亮点？记者进行
了采访。

支持新就业形态发展

“今年一季度我国城镇新增就业334
万人，求人倍率 （空置岗位和求职人数
之比） 为 1.13，就业开局良好。但也要
看到，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出现
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中国劳动
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刘燕斌看来，新就
业形态发展面临的问题便是众多新情况
之一。

电子商务、网约车、外卖送餐……

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新兴业态的发
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却也遭遇不
少争议，比如网约车准入、新业态企业
的用工和社保规范性等。《意见》 一方
面明确支持新兴业态发展，提出改进新
兴业态准入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将鼓励创业创新发展的优惠政策面向新
兴业态企业开放，符合条件的新兴业态
企业均可享受相关财政、信贷等优惠政
策。《意见》 还谈到，要推动政府部门
带头购买新兴业态企业产品和服务。

《意见》 要求，从业者与新兴业态
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要依法为其
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符合条件的企业可
按规定享受企业吸纳就业扶持政策。其
他从业者可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养
老、医疗保险和缴纳住房公积金，探索
适应灵活就业人员的失业、工伤保险保
障方式，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灵活就业、
自主创业扶持政策。“这明确了支持新
就业形态发展的政策方向，有利于充分
挖掘就业潜力，也可以解决就业灵活性
和劳动权益保障的平衡问题。”人社部
劳动科学研究所郑东亮表示。

多为就业者提供服务

《意见》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社会组
织就业，对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社
会组织，符合条件的可同等享受企业吸
纳就业扶持政策。“ 《意见》 还加大了

对困难高校毕业生的帮扶力度，以往的
求职创业补贴补助主要针对低保家庭毕
业生、身患残疾的毕业生、已获得国家
助学贷款的毕业生，这次范围扩展到贫
困残疾人家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
毕业生和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力
度不小。”刘燕斌告诉记者。

针对留学人员，《意见》 特别提出
要简化留学人员学历认证等手续，降低
服务门槛。“前段时间刚办完学历认
证，还需要专门的机构翻译证书。真心
希望手续办理的效率可以再高些，有些
单位没有学历证明不能正式入职，我工
作第一个月就耽搁了。”今年初刚从美
国留学回到上海工作的李蕙说。

除了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者也是
《意见》 关注的重点群体。郑东亮介
绍，《意见》 规定农村转移劳动者在城
镇常住并处于无业状态的，可在城镇常
住地进行失业登记；并首次提出对在农
村常住并处于无地无业状态的劳动者，
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为其在农村常住地
进行失业登记，并提供相应的就业服务
和政策扶持，“农村扩大就业有很大空
间，这次将相关就业政策延伸到农村，
可以说是有所突破”。

有效抓落实容错免责

亮点不少，要如何落实到位？《意
见》 规定，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

制，对抓落实有力有效的，加大政策和
资金倾斜力度，适时予以表彰；对大胆
探索、担当尽责、不谋私利，但在依法
依规履行职责过程中由于难以预见因素
出现失误或错误的，可容错免责。“别
小看容错免责这四个字，如果只强调严
肃问责，实际容易导致‘宁愿不做也别
做错’的取向。容错免责至少解决了相
关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推动政
策更好落实。”

更好的就业服务，还离不开大数据
支持。《意见》 谈到，建立“互联网+”
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推动服务向移
动端、自助终端等延伸；完善统计监测
制度，探索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
业等统计监测指标；扩大就业数据信息
来源，加强就业数据与宏观经济数据的
比对分析，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就
业监测，为加强形势研判、落实完善政
策、实施精准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郑东亮认为，突出强调失业风险的
防范，是 《意见》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体现了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

“比如强调在制定财税、金融、产业、贸
易、投资等重大政策时，要综合评价对就
业岗位、就业环境、失业风险等带来的影
响；按照分级预警、分层响应、分类施策
的原则，制定应对规模性失业风险预
案。对于创业者也不是盲目鼓励贷款，
而是建议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依托信用
信息，科学评估创业者还款能力。”

海关公布知识产权保护十案例海关公布知识产权保护十案例

就业政策升级 新业态不孤单
本报记者 丁怡婷

“ 悬 崖 村 ”现 新 风 景“ 悬 崖 村 ”现 新 风 景

鉴于在青藏高原冰川和环境研究方面作出的贡
献，中国科学院院士、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4
月19日在瑞典王宫获颁2017年维加奖。这是中国科
学家首次获得该奖。

图为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前左）与姚
檀栋合影。 新华社记者 付一鸣摄

中国科学家首获维加奖

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4
月19日举办“美丽中国·诗
画浙江”主题展览，在联合
国中文日呈现来自中国浙江
的诗画之美。

图为来宾参观展览。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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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武警重庆总队八支队在炎炎烈日下开展工兵、防
化等兵种专业训练，模拟实战背景，全面磨砺官兵的毅力、耐力和
技能。图为官兵进行防化训练。 曹峰 王维摄影报道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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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说，曾在电视上看
到有关凉山州“悬崖村”的报道，特别是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揪心。
了解到当地建了新的铁梯，心里稍稍松了一些。

如今，在脱贫攻坚战的精准攻势下——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记者白阳、王宾） 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利、
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国，知识产权正在成为中国科技创新
发展的新动力和有力的制度保障。

高锐是在20日于北京举行的2017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启动仪式上作出上述表示的。启动仪式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联合举行。

“知识产权为创新者提供了准则和框架。”高锐说，中国现已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国，这有力
证明了知识产权对创新者的保障作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
示，2016年，我国国际专利申请量达 4.31万余件，较前一年增长
44.7％；中国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10.3万件，是继美国和日
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百万件的国家。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中国成最大专利商标申请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中国成最大专利商标申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