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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 29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
前就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重要批
示。批示指出：基础教育关系到每一
个人，是提高国民素质、实现国家富
强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
力在提高质量、促进公平上下功夫，
努 力 办 好 人 民 群 众 满 意 的 基 础 教
育。要优化配置教育资金资源，加大
对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支持力度，促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解决一些地
方“上学难”和困难家庭孩子辍学等
问题，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
受义务教育，确保起点公平。多渠道
办好学前教育，重视解决“入园难”问
题。加大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力
度。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使更多
学生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切实加强校
园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营造阳光安全、
家长放心的校园环境，让孩子们健康
成长。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不折不
扣落实到位。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基

础教育，共同托起未来的希望。
国务院7月29日召开全国基础教

育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并讲话。

孙春兰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基础教育，印发了关于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改革发展三个文
件。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把握定位，
坚持社会主义属性、促进教育公平、基
础教育优先发展、全面培养全面发展
的原则，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坚持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推动多样化办
学，为不同性格禀赋学生提供更加适
宜的教育。加快补齐基础教育短板，
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着力
解决“乡村弱”“城镇挤”“大班额”问
题。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拓宽实践育人渠道。完善教
育评价体系，扭转以升学指标评价学
校的办法，树立正确的教育政绩观。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做好教师编制核
定和统筹，认真落实教师各项待遇。

李克强就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加大力度支持贫困地区教育发展

本报北京7月29日电（记者邱
海峰）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在
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

《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
有关情况。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尚
勇在会上宣布，放宽消防产品市场
准入限制，将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
中的 13 类消防产品调整出目录，改
为自愿性认证，同时向社会开放消

防产品认证、检验市场。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

司长刘卫军介绍，这次调出的 13 种
产品，比如消防水带、消防车等基本
是消防部门和专业人员使用的产品，
还有一些与消费者直接接触较少，质
量也比较稳定。通过改革，预计减少
7万张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涉及企
业1万余家，将大大降低消防产品生
产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3类消防产品取消强制认证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7月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
长黄坤明出席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
宣传工作条例》 电视电话会议并讲
话，强调《条例》是我们党第一部关
于宣传工作的基础性、主干性党内法
规，在党的宣传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要把学习贯彻《条例》作

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
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起
来，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新成效，
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开创新局面。

黄 坤 明 指 出 ， 制 定 出 台 《条
例》，是继承发扬党的宣传工作优良
传统、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的迫切

需要，是坚持党对宣传工作的全面领
导、加强宣传战线党的建设的迫切需
要，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依规治党，
提升宣传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
平的迫切需要。要以贯彻落实《条例》
为契机，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呈现新气
象，紧紧抓住“一个高举”“两个巩固”

“三个建设”的根本任务，自觉担当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要学深吃透把准《条例》
主要内容、基本精神和具体规定，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高
度的政治自觉和纪律意识，切实把各
项制度要求落实到位，不断让宣传工
作实起来、强起来。

黄坤明出席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电视电话会议强调

提升宣传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7月28日，《故宫藏影——西洋镜里的宫廷印象》百年影像特展在

龙湖北京长楹天街开幕。此次百年影像特展所展出影像全部源于故宫
出版的两套作品 《故宫藏影——西洋镜里的皇家建筑》、《故宫藏影
——西洋镜里的宫廷人物》，大量秘藏的老照片悉数亮相。

杜建坡摄 （影像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吴嘉林）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为落实中美两国元首
大阪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即将举行第12轮中美经贸高级别
磋商。中方希望美方采取具体措施落实好承诺，为双方经贸合作
和磋商取得进展营造有利条件。

望美为经贸磋商取得进展营造有利条件望美为经贸磋商取得进展营造有利条件

故宫百年影像特展启幕

本报北京7月 29日电 （记者陈
劲松）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中国社会捐
赠总额超过 900 亿元。民政部指定
的 20 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上网民
点击、关注和参与慈善超过 84.6 亿
人次，一些基金会的网络募捐已占
捐赠总收入的 80%以上。全国登记
认定慈善组织超过 7500 个，净资产
合计约1600亿元。

上半年福彩销售超977亿元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
作司副司长孟志强在发布会上说，
2018 年，在民政部指定的 20 家互联
网募捐信息平台上，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组织开展的“99 公益日”活
动 共 吸 引 2800 多 万 人 捐 款 8.3 亿

元，加上腾讯等企业配捐，总共募
款逾 14 亿元，5498 个公益慈善项目
受益。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
司司长贾晓九介绍，2018 年度，中
国社会捐赠总额超过900亿元；今年
上半年，全国销售福利彩票977.57亿
元，筹集公益金281.89亿元。截至目
前 ， 全 国 登 记 认 定 慈 善 组 织 超 过
7500 个，净资产合计约 1600 亿元；
设立慈善信托204笔，信托合同规模
约22.48亿元。

据悉，今年2月，民政部新组建
的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大力规
范福利彩票发行管理，全面整治擅自
利用互联网销售福利彩票，大力调整
福利彩票快开游戏规则，完善福利彩
票发行管理制度，有力提高法治化、
规范化管理水平。

城乡低保人口4400万

据民政部新闻发言人贾维周介
绍，截至5月底，中国共有城乡低保
对象 4400 万人，其中农村低保对象
3459.3 万人，共支出低保资金 627.7
亿。今年第二季度起，民政部加大中
央财政救助补助资金向“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22 个脱贫攻
坚任务重省份的农村低保平均标准均
有不同程度提高。与此同时，民政部
还制定县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协
调机制工作指引，严查“漏保”、资
金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注册志愿者超1.2亿人

据贾晓九介绍，目前中国注册志

愿者超过 1.2亿人，依法登记的志愿
服务组织 1.2万家，发布志愿服务项
目超过253万个。志愿服务范围不断
拓展，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开展
减灾救灾、禁毒戒毒、消防、助残等
领域的志愿服务，截至7月28日，全
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汇集的志愿服务
时间已累计超过14亿小时。

在配套政策制定方面，目前民政
部正抓紧制定《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
出具办法》。《志愿服务基本术语》已
经形成送审稿，《志愿服务组织基本
规范》正在征求社会意见。地方志愿
服务立法工作也在有序进行，目前天
津、辽宁、浙江、河南、宁夏出台了
地方志愿服务法规，上海的志愿服务
条例修正案 （草案） 已面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安徽省制定的志愿服务条
例已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去年84亿多人次点击关注参与慈善

中国社会捐赠总额逾900亿元

好天气
晒玉米

眼下正值玉米收
获季节，重庆市梁平
区农民趁着晴好天气
忙着抢收、晾晒玉
米，家家户户一派忙
碌景象。梁平区农业
农村委、区科协积极
引导农户种植优良玉
米品种，农业技术员
进村入户指导农民适
时播种、合理施肥、
扎实做好田间管理，
玉米连年喜获丰收。

图为 7 月 29 日，
金城村一位农民在晾
晒玉米。

高小华摄
（影像中国）

7月28日，为期5天的2019国际合唱联盟世界合唱博览会在葡萄牙
首都里斯本拉开帷幕，今年的主题是“为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歌唱”。

图为来自中国内蒙古的A-minor组合在开幕式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温新年摄

中国歌手亮相世界合唱博览会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吴嘉林） 针对美方就世贸组
织 （WTO） 涉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发布备忘录、要求世贸组织90
天内改变规则，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9日表示，世贸组织不是任
何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的，美方言行进一步暴露了美
国的任性狂妄和自私自利。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26 日，美方就
WTO 涉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发布一份备忘录，要求世贸组织 90
天内改变规则，不然美方可能单方面采取行动。备忘录中也多次
提及中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世贸组织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所有的，也不是
任何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的，而是要尊重全体成员的
普遍意愿。事实上，很多世贸组织成员已经多次就这一问题作出
回应。”华春莹说。

她表示，“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世贸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
的重要体现。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都主张，无论世贸组织怎么改
革，都必须维护这些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美方曾在世贸组织先
后提交两份类似提案，每次都是碰了一鼻子灰。美方应有自知之
明，清楚这种主张是不得人心的。

她还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持发展中
国家定位，不是回避应尽的国际责任，而是在主张发展中国家的
基本权利，也是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相信大家的感受和我一样，美方这次就WTO涉发展中国家
地位的言行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的任性狂妄和自私自利。这种做法
与其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是不般配的。”华春莹说。

评美国要求世贸组织改规则

任 性 狂 妄 自 私 自 利

本报北京7月 29日电 （记者叶
紫、李婕） 据人社部消息，8 月 22 日
至 27 日，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
俄罗斯喀山举行，中国将派团参加
全部 56 个项目的比赛。经人社部批
准，成立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
代表团（含 2019 喀山未来技能大赛
中国代表团）和中国技术保障团。

据悉，代表团主要由选手、中国

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翻译、工作人员
以及参加2019喀山未来技能大赛人员
组成，共281人。技术保障团主要由各
参赛项目教练组长、专家、教练组成，共
77人。从性别看，女性选手9名，占比
14％，男性选手54名，占比86％。从年
龄看，参赛选手几乎全部是“95后”，平
均年龄21岁，年龄最大的25岁，年龄最
小的不到18岁，“00后”选手有5名。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
本报北京7月29日电（记者冉

永平、丁怡婷）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全
社会用电量3.4万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5%，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
理事长于崇德介绍，上半年全社会
用电量平稳增长，第三产业和城乡
居民生活用电量较快增长。第三产

业用电量55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4%，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
率为 29.5%，同比提高 6.1 个百分
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用电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势头，同比增长13.6%。

值得关注的是，电能替代持续推
广催生第三产业用电增长新亮点，充
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增长129%。

上半年三产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