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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近日，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
管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依法
依规、改革创新、协同共治的原则，以加
强信用监管为着力点，创新监管理念、监
管制度和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贯穿市场
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
全监管环节的新型监管机制，不断提升
监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
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意见》
提出了四个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创新事前环节信用监管。建立
健全信用承诺制度，对申请人承诺符合
审批条件并提交材料的有关行政许可事
项应予即时办理，鼓励市场主体主动向
社会作出信用承诺；充分利用各级各类
政务服务窗口，探索开展经营者准入前
诚信教育；积极拓展信用报告应用，鼓励
各类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中更广泛、主
动地应用信用报告。

二是加强事中环节信用监管。全面
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及时、准确、全
面记录市场主体信用行为，特别是将失
信记录建档留痕，做到可查可核可溯；建
立健全信用信息自愿注册机制，鼓励市

场主体在“信用中国”网站或其他渠道上
自愿注册信用信息；开展全覆盖、标准
化、公益性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信用
监管提供更精准的依据；大力推进信用
分级分类监管，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
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

三是完善事后环节信用监管。健全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认定机制，督促失信
市场主体限期整改，深入开展失信联合
惩戒，坚决依法依规实施市场和行业禁
入措施，依法追究违法失信责任，探索建
立信用修复机制。

四是强化信用监管的支撑保障。提
升信用监管信息化建设水平，形成信用监

管协同机制；大力推进信用监管信息公开
公示，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充分发挥

“互联网＋”、大数据对信用监管的支撑作
用，实现信用监管数据可比对、过程可追
溯、问题可监测；切实加大信用信息安全
和市场主体权益保护力度，积极引导行业
组织和信用服务机构协同监管。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
组织领导，细化责任分工，加强与其他“放
管服”改革事项的衔接，组织开展信用建
设和信用监管试点示范。加快建章立制，
推动制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法律法
规。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深入细致向市
场主体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

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7月16日，工作人员介绍“数字多宝
阁”。

当日，“融古铄今 无界未来——数
字故宫发布会”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
办。故宫博物院推出“故宫名画记”“全
景故宫”“玩转故宫”等 7 款数字产品，将
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资源，并围绕这些
数字资源展开保护、研究和利用。

新华社发

“数字故宫”发布
7 款数字产品

新华社伦敦 7 月 15 日电（记者张
家伟）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新
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成年
人过去 40 年间平均每天食盐摄入量
在10克以上，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量的两倍。此前，中国政府已鼓励全
社会参与减盐。

玛丽皇后学院研究人员在新一期
《美国心脏病协会杂志》发表论文说，
他们分析了有关中国居民摄入食盐的
大量已发表数据，涉及 900 名儿童和
2.6万名成年人，结果发现中国居民过
去40年中食盐摄入量一直居高不下，
还发现了南北方差异。

研究显示，中国北方居民食盐摄

入量达到平均每天 11.2 克，较上世纪
80 年代时的 12.8 克有所减少。研究
人员认为原因包括中国政府在提高全
民减盐认识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也包
括百姓因一年四季蔬菜丰富而对腌菜
等食品的依赖逐渐减少。

不过这种下降趋势并未出现在中
国南方。南方居民食盐摄入量从上世纪
80年代的平均每天8.8克，增加到如今
的10.2克。研究人员认为原因可能是
政府的减盐努力被一些因素抵消，如人
们更多摄入加工食品、更多在外就餐。

研究还显示，中国 3 岁至 6 岁儿
童食盐摄入量已达世卫组织建议成人
食盐摄入量的最高值（每天 5 克），年

龄更大孩子的平均每天食盐摄入量则
接近9克。

论文作者之一、伦敦大学玛丽皇
后学院教授何凤俊说，在中国，大部分
食盐摄入来自家庭烹饪用盐，而当前
的一个趋势是加工食品、街头小吃、餐
馆和各种快餐连锁店快速发展，需要
注意相关食品中的含盐量。

过量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
心病、中风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前已有研究显示中国居民食盐摄入
量偏高，并引起有关方面重视。中国
今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
国行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全社
会参与减盐。

中国人食盐摄入量——

超过世卫组织推荐量两倍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记
者王希）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
彭华岗16日说，国资委最近研究提
出了第三批 35 家划转部分国有资
本充实社保基金的中央企业名单，
按照划转集团母公司10％的股权测
算，将划转国有资本5217.13亿元。

2018 年以来，中央企业划转
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稳步

实施——2018 年 3 月国资委选择
了中国联通、中国有色、中农发 3
家企业开展了首批股权划转试点；
当年 11 月选择了中国华能等 15 家
企业开展第二批划转工作。

彭华岗表示，第三批划转企业
范围进一步扩大，划转金额大幅度
增加，前后三批共53家企业划转总
额将达到6038亿元。

国资委：

第三批35家央企将划转
逾5000亿国资至社保基金

新华社上海 7 月 16 日电（记者
仇逸 郭敬丹） 记者15日从上海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上海“互联
网＋护理”试点服务清单发布，上海
将用一年左右时间，在长宁、普陀、静
安、浦东等部分区、部分医疗机构开
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

根据新公布的《上海市“互联
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互联网＋护理服务”主要是指
医疗机构利用在本机构注册（或备
案）的护士，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
术，以“线上申请、线下服务”的模式
为主，为罹患疾病、行动不便的特殊
人群提供的护理服务。

方案明确，“互联网＋护理服
务”重点是高龄或失能老年人、康复
期患者和终末期患者等行动不便的
人群或者母婴人群，进入清单的服
务项目主要包括皮肤护理、导管维
护、各类注射、康复护理、安宁疗护
等 11 类 42 项，每项都列出具体护
理内容和要求。

根据方案，具备服务资质的医
疗机构可派出本机构注册（或备案）
护士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派出
的护士应当至少具备5年以上临床护
理工作经验和护师以上技术职称（部
分项目如腹透管维护等必须要求护士
具备相应资质），能够在国家护士电子
注册系统中进行查询。有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不良执业行为记录的护士不
得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

方案还明确，医疗机构提供“互
联网＋护理服务”前，要对申请者进
行首诊，对其疾病情况和健康需求
等进行全面评估。评估认为可提供

“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可派出具
备相应资质和技术能力的护士提供
相关服务。

上海还同时启动了护士区域化
注册管理试点，鼓励二、三级医疗机
构护士到基层医疗机构和社会医疗
机构执业，为出院病人、慢病病人和
老年病人提供延续护理、居家护理
等服务。

上海公布“互联网＋护理”试点服务清单

网上下单42项护理服务可上门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记
者王希） 国务院国资委 16 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
效益稳步增长，累计实现净利润
7037.7 亿元，同比增长 8.6％，其中
6 月当月净利润 1584.9 亿元，增长
8.4％，月度净利润创历史新高。

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国
新办发布会上介绍说，今年以来中央
企业运行保持了稳中求进的良好态

势，上半年有34家企业净利润增幅
超过20％，53家企业增幅超过10％。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钢铁、
矿业、发电、建筑、军工等行业央企
净利润增长较快，机械、交通运输等
行业净利润增速平稳。

上半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
业 收 入 14.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9％，增速与上月持平；6月当月实
现营业收入2.9万亿元，增长5.6％。

今年上半年——

央企净利润同比增8.6％

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记者魏
梦佳） 北京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
期刊《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在线发表研
究论文，首次报道了一种新型的核糖核
酸（RNA）单碱基编辑技术。利用该技
术，研究人员在一系列疾病相关基因转
录本中实现了高效、精准的编辑。该技
术的建立为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疾病
治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工具。

据了解，近年来，以 CRISPR／
Cas9 为代表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在生
物医学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即利用细菌特有的免疫系统和一种名
为 Cas9 的酶对目标细胞 DNA 序列
进行修改，以期实现对由基因缺陷所
引起的疾病的有效治疗。

课题组专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研
究员魏文胜介绍，虽然这项技术影响深
远，但目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使其在临

床治疗应用中遭遇瓶颈，例如由蛋白过
表达引起的 DNA／RNA 水平的脱靶
效应，由外源蛋白表达引起的机体免疫
反应及损伤等。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
当前的基因编辑体系依赖于外源编辑
酶或效应蛋白的表达。为此，亟须建立
新型基因编辑工具，特别是摆脱传统技
术依赖于外源蛋白表达的桎梏。

RNA 是存在于生物细胞以及部
分病毒、类病毒中的遗传信息载体。
魏文胜课题组在研究中首次发现，只
需转入一条特殊设计的“向导”RNA，
就能够通过招募细胞内源的蛋白对目
标 RNA 上特定的腺苷酸产生高效精
准的编辑，并不需要引入任何外源效
应蛋白。这种新型 RNA 编辑技术被
命名为LEAPER。

深入研究表明，LEAPER 具有广
泛的适用性，能对 RNA 分子上绝大
多数的腺苷酸位点进行精准编辑。在

人的肺脏成纤维细胞、支气管上皮细
胞以及 T 细胞中，LEAPER 的编辑效
率最高可达 80％，显示出该技术在疾
病治疗中巨大的应用前景。此技术的
高效、精准特性在一些应用尝试中也
得到充分验证。例如，研究人员利用
此技术成功修复了来源于 IH 型粘多
糖病病人的缺陷细胞，为成功修复致
病突变提供了一种手段。

课题组表示，LEAPER 充分利用
了细胞中天然存在的机制：仅用一条
RNA就实现了精确高效的RNA单碱
基编辑，从而避免了任何由于表达外源
效应蛋白而引起的各种潜在问题，因而
是一种较为安全的基因编辑工具。

“这种新型的基因编辑技术在科
学研究和疾病治疗中显示出可观的优
势与潜能，同时为发展基于细胞内源
机制的基因编辑技术指明了方向。”魏
文胜说。

可对RNA进行高效精准编辑

我国科研人员发布
新型基因编辑技术

这是7月16日在重庆动物园熊猫馆拍摄的育婴箱中的大熊猫宝宝。
记者 7 月 16 日从重庆动物园获悉，该园的两只大熊猫“兰香”和“莽仔”

于6月23日同日产下双胞胎大熊猫宝宝，这在该园近60年的大熊猫圈养史
上属首例，在全世界圈养大熊猫繁殖史上极为罕见。 新华社发

7月16日，在印度孟买，救援人员在
楼房坍塌现场工作。

印度孟买一栋4层楼房16日发生坍
塌，已导致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

包括消防、医疗等方面的救援力量
在现场展开搜救。由于事发地周边道路
狭窄，大型机械一时难以进入，救援人员
只能徒手清理废墟。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5 日电（记者徐
剑梅 刘阳） 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
15 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除“有限的例
外情况”，抵达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第三
国移民不能申请在美避难。这意味着绝
大多数中美洲移民将失去在美墨边境申
请避难的资格。

声明说，这项新规定将于 16 日在
《联邦政府纪事》刊布并正式生效。根据
这项规定，先行通过其他国家抵达美国
南部边境的外国人不能申请避难，这一
规定适用于单独越境的未成年人，但人
口走私受害者和避难申请遭其他国家拒
绝者等除外。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声明中说，这
条规定旨在减少经济移民和试图利用美
国难民庇护制度的移民数量。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当天表示，将寻
求通过法律途径阻止特朗普政府施行这
一规定。

一段时间以来，大批中美洲移民穿
越墨西哥抵达美墨边境并寻求进入美
国，少数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在美
墨边境申请避难。

美政府宣布：

美墨边境第三国
移民不得申请避难

推进落实“一入三建”

市领导走访慰问部分优抚安置对象

（上接A1版）以发挥“两个作用”（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委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抓手，坚定“四个
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
一步完善、优化运行机制，明确“两
委”一体、合力履职，“委组”一体、委
界联动，联系不重叠、对口不交叉原
则，把党建工作和“全员入委”工作作
为政协履职新的动力，使政协的平台
运行机制更协调，使各工作机构、工
作环节职能运作更匹配、更流畅，使

委员、各界别、党派团体各参加单位
的主体作用发挥更加务实，推动各项
履职工作提质增效。

会议还明确了党组对专委会党
建工作的分工，审议专委会委员党
支部支委人选名单。

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张
耀钢，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何玉
清、吴新法、徐伟南，党组成员陈俊
杰和市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周效
华出席会议。 （黄钰 孙蕾蕾）

（上接A1版）
今 年 51 岁 的 杨 旭 ，丈 夫 在

2004年执行飞行任务时牺牲，她本
人身体不好，在工作中手臂摔断致
残，去年退休后靠退休金生活，女儿
在大连上大学。杨旭流着泪回顾了
丈夫牺牲后一家人的艰辛生活，以
及政府、社会各界的关心。听完这
些，周昌明双眼湿润，表示将尽力协

调帮她女儿找到合适的工作。杨旭
连连称谢。

周昌明一行还看望了飞行员家
属唐佳妮。36 岁的唐佳妮，是市二
院阳湖院区产科医生，丈夫郭峻衍
是某部队现役骨干飞行员，夫妻过
着两地分居生活。唐佳妮对各级政
府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

（蒋玉兵 刘一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