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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 2日电 “证
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培训动
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 12月 2日在京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日前就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
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作出重
要批示。批示指出：推进“证照分离”
改革，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
措。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在全球排名大幅跃升。但与国际先进
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多不足，即使与参
评城市相比，我国其他城市的营商环

境也有不小差距。必须持续推进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更
大力度推进“放管服”改革，扎实做好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扩面工作，着力
推进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坚决克服

“准入不准营”现象，促进更多新企业
开办和发展壮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韩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韩正表示，推进“证照分离”改
革，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要以改革为抓手，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建设法治政
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
果导向，摸清行政许可事项底数，
摸 准 市 场 主 体 办 事 的 “ 堵 点 ” 和

“痛点”，在持续解决问题中不断把
改革引向深入，让市场主体有更大
获得感。

韩正强调，要高质量开展自贸试
验区“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提升改革工作成效。要把握好全覆盖
这个基本要求，建立清单管理制度，
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

理，明确改革目标，增加改革透明
度，倒逼改革深化。要把握好“进四
扇门”的办法，按照直接取消审批、
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
审批服务等方式，从实际出发，分类
实施、稳步推进改革。要把握好实
行告知承诺这个关键，完善相关法
规和行业标准，厘清政府和企业各
自 责 任 ， 实 行 依 法 告 知 和 依 法 承
诺。要把握好事中事后监管这个底
线要求，完善诚信体系建设，实施
好“黑名单”管理制度，充分发挥
舆论的监督作用。

李克强就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
韩正出席相关会议并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在全国上下埋头苦干、万众一
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之际，
中央宣传部 2 日在北京向全社会
宣传发布朱有勇的先进事迹，授
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朱有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云南省
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著名的
植物病理学专家。他始终牢记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积极投身
脱贫攻坚事业，主动来到深度贫
困的“民族直过区”承担扶贫任

务，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改变
了当地贫困落后的面貌。他致力
农业科学研究，取得多项重大科研
成果，立足农村实际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创办院士科技扶贫指导班，
为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培养了
1000余位科技致富带头人。他情
系三农，扎根边疆，挂钩联系澜沧
拉祜族自治县以来，深入村村寨
寨，跑遍田间地头，与少数民族群
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各族群众
真心爱戴和社会各界高度赞扬，被
亲切地称呼为“农民院士”。

中宣部授予朱有勇“时代楷模”称号

本报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赵兵） 近日，人社部颁布了纺织
纤维梳理工等46个新版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此次颁布标准的46个
职业，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第六大
类“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主要集
中在纺织、轻工、印刷、冶金、机械、

电力等生产制造领域。
此次颁布的标准是对生产制

造领域内有关职业从业人员理论
知识和操作技能的综合性水平规
定，是引导和规范职业教育培
训、职业技能评价的基础，对促
进生产制造领域从业人员素质提
升等将发挥重要作用。

人社部颁布46个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本报昆明12月2日电（记者
张一琪） 2020上海合作组织儿童
画展启动仪式 1 日晚在云南昆明
举行。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
部分国家驻华大使等中外嘉宾出
席仪式。上合国家儿童画展由上
合组织秘书处、上合睦邻友好合

作委员会指导，由全国妇联和上
海艺术博览会主办。画展旨在通
过上合组织8个成员国5—18岁儿
童青少年的绘画，反映上合组织
各国历史文化，表达各国儿童珍
惜和平、互相关爱、共创未来的
美好心愿。

上合国家儿童画展启动仪式举行

江苏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近日正式启用自主研发的口岸
精准管控系统，成为率先在江苏口岸实现全时通关、全域巡
控、全程监管、全员核查的边检机关。 张志祥 马锋摄影报道

智能口岸 精准管控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日
电（记者成欣） 针对日前英国
伦敦发生的一起持刀行凶案，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一起不
幸的案件，中方对无辜遇难者
表示哀悼，对他们的家属和受
伤人员表示慰问，也对英国警
方采取果断措施应对有关暴恐
行为表示理解和支持。

“同时，很多人跟我一样
都在想，如果这起恐袭案件
发生在中国，英国、美国的
媒体会怎样报道和解读？”华
春莹说，根据以往的经历，

估计他们会把凶手美化成被压
迫而不得不反抗的“斗士”，
质疑警察近距离开枪击毙凶手
是“过度使用暴力”。另一方
面，据媒体报道，此案凶手有
暴恐前科。

“我想这些都充分说明，
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
同挑战，恐怖分子从来不分国
籍、不分宗教、不分性别、不
分年龄，因此反恐也绝不应有

‘双重标准’。各国应该加强合
作，共同探索更加有效的预防
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维护
各国的共同安全。”她说。

外交部发言人谈伦敦恐袭案

反恐不应有“双重标准”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朱超、成欣） 记者 2 日从国家发展改
革委获悉，“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型成就展”自 9 月 23 日开展以来，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观展人数连

创新高。截至 12月 2日，现场参观人
数突破 200 万人次，网上展馆点击量
突破1亿次。

这次成就展以“开辟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为主题，通过“时

光隧道”的布展方式，展示了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 70 年的发
展脉络，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唤起
记忆深处的共鸣。

“自豪”“振奋”是众多观展者的
心情。他们在现场留言簿上纷纷留言

表 示 ，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坚 强 领 导
下，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
作为中华儿女深感激动、自豪和骄
傲，要将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代代相传。

此次展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北京市委联合举办。观众除了到现场
参 观 展 览 ， 还 可 以 点 击 网 上 展 馆

（guoqing70.cctv.com）。 成 就 展 将 于
2019年12月31日闭展。

现场观展逾200万人次 网上点击量超1亿次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展火热进行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者施雨岑）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
与研究中心2日发布“2019年度十
大网络用语”，它们分别是“不忘初
心”“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柠
檬精”“好嗨哟”“是个狼人”“雨女

无瓜”“硬核”“996”“14亿护旗手”
和“断舍离”。据介绍，“2019年十
大网络用语”是基于国家语言资源
监测语料库（网络媒体部分），采用
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以人工
后期微调为辅的方式提取获得的。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发布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发布

12月 2日，横跨中俄两国的能源
大动脉——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
通气。业内人士表示，中俄东线天然
气管道投产通气，是中俄在能源领域
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有利于将俄罗
斯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有利
于带动中俄两国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同时，将进一步改善中国能源结
构，使中国天然气进口资源更趋多元
化，对于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

惠及9省区市4亿多人口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
在增强中国天然气资源保障能力的同
时，在中国天然气整体流向“自西向
东”的基础上，增加了“北气南下”
流向，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东部地区的
天然气管网布局，与东北管网系统、
陕京系统、西气东输系统互联互通，
共同组成纵贯南北、横跨东西、连接
海外的天然气管网格局，对于保障中
国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天然气是优质高效、绿色清洁的
低碳能源。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
通气，对提升东部地区清洁能源供应
量、改善中国大气环境、优化能源结
构、实现节能减排、提高人民生活质
量等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中俄东线全线建成后，
每年可向东北、环渤海、长三角地区
稳定供应清洁优质的天然气资源 380
亿立方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 1.64 亿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182 万
吨，惠及沿线 9 个省区市 4 亿多人
口，将有效改善沿线地区大气质量。

最终年输气量380亿立方米

2日下午，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通
过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正式进入中国。

2014年5月21日，中俄在上海签
署两国政府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
录、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两份能源
领域重要合作文件。双方商定，俄罗
斯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
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
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从黑龙江省
黑河市入境，终点是上海市，途经 9
个省 （区、市），全长 5111公里。其
中，新建管道 3371 公里，利用在役
管道1740公里。

2015年 6月，中俄东线天然气管
道中方项目开始建设。2019 年 10 月
16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黑河
至长岭段全线贯通，线路全长 1067
公里，实现了与哈沈、秦沈等在役天
然气管网的联通。

据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项目
部经理罗志立介绍，正式供气后，首
期每年 50 亿立方米，初步计划 2023
年全线投产后，每年供应量为 380亿
立方米。

（综合新华社消息）

新疆青河叼羊好嗨哟
新疆青河县近日举办第三届“冰原星空 秘域青河”冬季冰雪文化旅游

节，通过叼羊、赛马、姑娘追、滑雪、雪地赛车等十余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让游客体验一场冰雪文化盛宴。图为参赛的哈萨克族选手正在进行激烈
的叼羊比赛。 陈 洋摄 （人民视觉）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 俄罗斯天然气正式进入中国

中国天然气进口资源更趋多元

工作人员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黑河站巡检。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工作人员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黑河站巡检。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链接▶▶▶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起

自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由布
拉戈维申斯克进入中国黑龙
江省黑河。俄罗斯境内管道
全长约3000公里，中国境内
段新建管道3371公里，利用
已建管道1740公里。在中国
境内，管道途经黑龙江、吉
林、内蒙古、辽宁、河北、
天津、山东、江苏、上海 9
个省区市。中俄东线天然气
管道将与中国现有区域输气
管网互联互通，向沿线地区
稳定供应天然气资源。

中老铁路焊轨基地投产

12月2日，中老铁路首根500米钢轨在位于老挝首都万象的中
铁二局焊轨基地完成焊接，标志着中老铁路焊轨基地正式投入生
产。图为工人在焊轨基地现场工作。 凯 乔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