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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记者
于佳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8
月 1 日说，中美经贸团队会保持密
切沟通，双方工作层将在 8 月进行
密集磋商，从而为 9 月份牵头人见
面作好准备。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7 月
30 日至 31 日在上海顺利举行，双
方已商定于 9 月在美举行下一轮高
级别磋商。

高峰表示，在此次磋商中，双方
就两个问题进行了交流。一是“过
去怎么看”，主要讨论磋商中断的原
因，澄清对一些重要经贸问题的看
法；二是“未来怎么办”，主要明确下
一步磋商的原则、方法及相关时间
安排。

针对美方发表的一些施压言
论，高峰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必须在

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希望
美方多做有利于磋商的事，显示应有
的诚意和善意，为双方磋商创造良好
氛围。这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
民的利益。

他强调，中方始终认为，中美两个
大国在经贸领域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
歧，双边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
赢。“协议何时能够达成，取决于双方
谈判进展。特别是美方要拿出足够的
诚意，妥善解决中方一再强调的核心
关切，与中方一道在平等和相互尊重
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
说。

高峰表示，此次磋商选择在上海，
是因为其具备进行磋商的良好条件。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上海为本次磋商
顺利举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其开放、包
容、多元化的特点为磋商创造了良好
氛围。关于未来磋商地点安排，双方
团队将根据具体情况协商决定。

商务部：

中美经贸团队工作层
将在8月密集磋商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在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之际，8月1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
道（CCTV－7国防军事）正式开播。

全新推出的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深入宣传阐释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
进一步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宣传报
道的创新实践。据中央广电总台负
责人介绍，频道每天 6 时到 24 时播
出，通过 26 档不同类型的节目，将
新闻、纪录片、文化综艺、电视剧等
节目融为一体。其中，《国防军事早
报》《正午国防军事》《军事报道》三
档新闻栏目将以及时全面的新闻资
讯构成频道的基本框架；在季播特

别节目《学习强军》中，军事院校的专
家将通过丰富的实例向观众深入阐释
习近平强军思想；《军武零距离》栏目
将以记者“零距离”探访我国重点武器
装备、探秘国防工业领域前沿技术、体
验军营生活为主要内容，展现新时代
我国国防力量发展成果；历史考据型
军事纪录片《军事影像志》、电视杂志
类节目《国防科工》、退役军人情感类
节目《老兵，你好》、国防微视频《军歌
嘹亮》等新栏目将集中与观众见面。
频道还将积极打造新媒体产品，为年
轻受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

全 新 的 央 视 农 业 农 村 频 道
（CCTV－17 农业农村）于 8 月 1 日试
验播出。

CCTV-7国防军事频道开播

新华社深圳 8 月 1 日电（记者陈
宇轩）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 1 日发布消息称，该院一个科研团
队通过模仿变色龙、蛇等生物，研制出
了一种能够根据需求变色和变形的新
型材料，有望应用于机器人领域。该
研究成果 7 月 31 日发表在国际权威
期刊《细胞》旗下的材料学专业期刊。

据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杜学
敏介绍，变色龙的皮肤中存在许多规
整排列的纳米颗粒，当皮肤舒张或收
缩时，纳米颗粒的间距会发生改变，从
而改变光的反射效果，呈现出肉眼可
见的颜色变化。

根据这一特点，科研人员制作了一
个类似变色龙皮肤纳米结构的薄膜材料，
调控该材料在特定溶剂蒸气中暴露的时
间长短，就可以实现不同的颜色变化。

同时，科研人员模仿了蛇和蚯蚓
的运动方式，让这种新型的材料“动起
来”。当溶液蒸气和材料本身的厚度
满足一定条件时，该材料就能兼具变
色和变形两种性能。

杜学敏表示，把变色和变形两种智
能性能集成到一种材料上，是此次研究
的一大突破。未来，通过这种理念设计
的新型材料有望应用在特种机器人身
上，实现机器人与环境的实时交互。

我国科研人员研
制出新型材料

兼具变色
和变形性能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记者
申铖） 记者 1 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
解到，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
公布取消一批税务证明事项以及废
止和修改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
定》，在前期分两批取消 35 项税务证

明事项的基础上，再取消 25 项税务
证明事项。

此次取消的税务证明事项中，有
5 项属于原本需要纳税人专门通过第
三方取得的证明，如发票票证丢失登
报声明、软件检测证明等；其余 20 项

是原本需要纳税人提供的自有法定证
照等资料，如个人身份证明、办理变更
税务登记时需提供的营业执照等。

截至目前，税务总局分三批共取
消 60 项税务证明事项，涉及 231 个具
体办税事项。

国家税务总局：

再取消25项税务证明事项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记者
赵博） 针对文化和旅游部官网日前
公告，自 8 月 1 日起暂停 47 个城市
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国台办
发言人马晓光 1 日应询表示，大陆
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工作于 2011
年启动，是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
背景下扩大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的
积极举措。多年来，大陆居民赴台

旅游对台湾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产生
了积极促进作用。民进党当局不断推
进“台独”活动，不断煽动对大陆敌意，
挑动两岸对立，严重破坏了大陆居民
赴台个人游试点的基础和条件。

马晓光表示，相信两岸同胞都希
望两岸关系早日回到和平发展正确轨
道上来，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能够尽快
回复正常、健康的发展局面。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推进“台独”
严重破坏赴台个人游试点基础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记者赵
文君） 针对快递末端违规收费情况，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 1 日表示，这
违反了邮政业法律法规和快递服务标
准、损害了用户合法利益、增加了用户
负担。8 月份要集中开展违规收费清
理整顿工作，并形成常态化管理。

据介绍，消费者遇到快递末端违
规收费的情况，可拨打省会区号＋
12305 进行投诉，各级邮政业申诉中
心将接听消费者电话及投诉问题线索

进行单独记录，并移交邮政管理部门，邮
政管理部门将及时调查处置；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的，将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督
促企业整改。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4 月，国家邮政局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快
递末端服务违规收费整改工作，违规收
费现象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但部分地区
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末端网点
违规收费情况依然存在。要通过此次清
理整顿工作，坚决遏制和杜绝违规收费

行为的发生，深入推动“快递下乡”工程
升级，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当前违规收费和不正当经营行为主
要表现为：在投递环节以超派送范围或
经营困境为由，强行向收件人加收快件
投递费；收件人自取快件时，无正当理由
向收件人额外收取保管费；未经收件人
同意，快件放置到乡镇网点或其他代收
点，不按约定名址投递到人。

国家邮政局要求，各快递企业总部

要尊重市场规律，不断健全快递末端服
务网络。在与电商合作中不得超越实际
服务能力承诺派送范围和深度，加强格
式合同管理和价格管理。在末端投递过
程中，除经与收件人协商同意其他投递
方式，应当依法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
件地址。统筹地区差异、优化派费机制，
降低快递末端经营压力，实现快递末端
可持续性运营。积极参与快递邮政合
作、快递交通合作和快递同业合作，因地
制宜推动快递服务“下乡进村”。

国家邮政局：

清理整顿快递末端服务违规收费

8月1日，采火使者方铭璐点燃采火棒。当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圣火火种采集和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 新华社发

7 月 31 日，在河南省传染病医
院手术室，冯秀岭（右）“全副武装”
为一位艾滋病患者做手术。

一层洗手衣、两层手术服、两层
手套、胶靴和包含了头盔、面屏的手
术全防护系统⋯⋯与普通的外科手
术不同，这是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普
外科医生冯秀岭的手术装备。

今年 54 岁的冯秀岭从 2002 年
开始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他是河
南省第一位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的
医生。17 年来，冯秀岭经手过的艾
滋病患者手术达 3000 多例，曾职业
暴露 4 次，所幸最终都化险为夷，

“很多人说我的工作就像在刀锋上

行走”，冯秀岭说。
冯秀岭所在的普外科每年手术近

800 台，其中约三分之二是艾滋病患
者。每次手术的要求都比普通综合医
院更加“严格”，除了“全副武装”，在手
术过程中医生要处于高度紧张的状
态，手术动作慢而稳，器械必须放在托
盘上由医生自己拿取，避免传递中出
错划伤。对于曾经在缝合时被针扎破
手指而发生的职业暴露，冯秀岭闪现
过要放弃的念头，“当时想过要换个岗
位，可后来还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地坚
持下来了，既然选择了这个科室就应
该为病人负责到底”，冯秀岭说。

新华社发

在被称为中国“火州”的新疆吐鲁
番盆地，施工人员历时三年，在干热戈
壁和百里风区之中建成一座极热干旱
综合性汽车整车试车场——上汽大众
新疆（吐鲁番）试验中心，该中心于 7
月31日竣工并交付使用。

图为上汽大众新疆（吐鲁番）试验
中心试车道。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海口 8 月 1 日电（记
者刘博） 三沙设市后建造的第二艘
交通补给船——“三沙 2 号”，7 月
31 日在海南省文昌市清澜港举行
交船仪式，这艘历时 1 年零 7 个月
建造的 8000 吨级客滚船于 8 月正
式投入使用，担负起三沙市各岛礁

的交通运输保障任务。
“三沙 2 号”全长 128 米、宽 20.4

米、吃水 5.7 米，总排水量 8000 吨，续
航能力 6000 海里，可搭载乘客 400
人。该船具有综合运输补给、行政管
辖、应急救援指挥、紧急医疗救助、岛
礁科学考察等功能。

三沙市新建大型交通补给船——

“三沙2号”正式投入使用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记者

熊丰） 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
台 1日正式上线。这个平台整合各层
级公安机关网上办事系统，目前已汇
聚服务事项 548 项，为群众提供了公
安服务事项的办理、查询、评价一站式
服务。

公安部 1 日在京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以及全国公安机关“一网通
办”工作情况。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
局长厉剑表示，公安部“互联网＋政务
服务”平台已对接贯通国家政务服务
平台，统一了用户体系，解决了企业和
群众在公安平台和政府平台重复注
册、多次验证等问题，实现了一次认
证、单点登录、全网通办。

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

已将驾驶人考试预约、交通违法处理
等 29 项公安高频热点政务服务事项
挂接至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同步业务
数据 82.8 万条；同时，支撑了全国一
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网上身份实名
认证，已为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提供身
份认证4390万次，在电子政务外网上
为 30 个省区市、16 个部委单位、137
个业务系统提供身份认证4.1亿次。

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汇聚事项548项 提供一站式服务

新华社上海8月1日电（记者兰天
鸣 朱翃）日前，经上海市委批准，上海
市纪委监委对松江区原副区长陈小锋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陈小锋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丧失，宗旨意识淡薄，纪律底
线失守，在担任松江区中山街道党政
主要负责人期间，忘记了为人民谋幸
福的初心，甘于被“围猎”，为特定关系
人谋取利益，滥用职权，大搞权钱交
易，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在组织审

查调查期间，心存侥幸，与他人串供、
伪造证据，妄图规避组织审查；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痴迷于打高尔
夫球；在因公出国工作、学习期间，有
规不依，律己不严，多次出入赌场赌
博，严重损害党员形象。

陈小锋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涉嫌受贿、滥用职
权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
不知止，对中央的三令五申置若罔闻，

对组织的教育提醒不知悔改，给公共
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
上海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上海市委
批准，决定给予陈小锋开除党籍处分，
终止其松江区第五次党代会代表资
格；由上海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
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款物
随案移送。

滥用职权、大搞权钱交易——

上海松江区原副区长陈小锋被双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