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5月2日 星期二
总编办主办 编辑:孙人杰 A7国内新闻

新华社北京 5 月 1 日电（记者安蓓）
记者日前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
到，今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既要确保完
成各项任务目标，又要统筹处理好去产
能、保供应、稳价格的关系，确保煤炭稳
定供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召开电视电话
会议，对统筹做好煤炭去产能、保供应、
稳价格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提出
今年要重点做好更加注重运用市场化法

治化办法去产能等多方面工作。
发展改革委要求继续加大环

保、国土、质量、安全、能耗等监管
执法力度，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对
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严肃查处；坚
持在确保安全和减量置换的前提
下有效释放先进产能。

发展改革委提出：采取综合
措施促进煤炭价格回归合理区
间。积极引导煤炭及相关企业建

立长期稳定、互惠互利的合作
关系；科学把握去产能力度和
节奏。去产能任务在时序安排
上要注重与接续资源有效衔
接。要重点去长期停工停产的

“僵尸企业”，违法违规和不达
标的煤矿，安全保障程度低、风
险大的煤矿，以及其他落后产
能煤矿。

发展改革委还要求大力促

进清洁能源多发满发。建立跨省
跨区调峰和备用资源共享机制，
切实保障清洁能源优先上网。

发展改革委表示，要以更大
力度和更配套的措施促进煤炭企
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形成若干
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

为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要
求，发展改革委要求坚决禁止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复工复

产，坚决禁止增加安全风险的超能
力生产，坚决禁止增加安全隐患的
超层越界生产。

为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发展改
革委要求在履行中长期合同、严控
劣质煤进口、实施减量置换、履行社
会责任等方面，各地要引导煤炭企
业恪守诚信，对严重失信行为，有关
部门将列入失信企业黑名单，实施
联合惩戒。

国家发改委要求煤炭去产能统筹处理好：

去产能、保供应、稳价格关系

据新华社杭州 5 月 1 日电（记者董峻 黄筱）5 月 1 日，
全国海洋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动启动会在浙江宁波、辽宁
大连和海南三亚同步举行。这标志着休渔时间更长、被纳
入休渔范围的渔船更多、监管力度更大的海洋伏季休渔新
制度首次开始实施。

据农业部渔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
自1995年在我国管辖海域全面实施，是养护海洋生物资源
的一项重要制度。此前的休渔作业类型各海区尚不统一，
休渔起止时间在不同海域甚至同一海域的不同区域相差很
大，在不同的作业方式之间也不尽相同，导致休渔期间执法
困难，渔业资源保护的效果受到影响。

对此，今年初农业部对这项制度进行了第 14 次调整。
新休渔制度统一和扩大了休渔类型，首次将南海的单层刺
网纳入休渔范围，即在我国北纬12度以北的四大海区除钓
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均要休渔；首次要求为捕捞渔船配套
服务的捕捞辅助船同步休渔。

同时，休渔时间延长。总体上各海区休渔结束时间保
持相对稳定，休渔开始时间向前移半个月到1个月，总休渔
时间普遍延长一个月；各类作业方式休渔时间均有所延长，
最少休渔三个月。

图为 5 月 1 日航拍的大连市金州区杏树国家级中心渔
港内停靠的渔船。 新华社发

我国进入——

“史上最严”休渔期

“五一”小长假期间，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金茂大厦、上
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等高层地标建筑推出空中旅游项
目，游客身着防护设备，在百米高的空中步道体验“云中漫步”，俯
瞰黄浦江和浦东陆家嘴全貌。图为游客在340米高的上海金茂大
厦空中步道体验“云中漫步”。 新华社发

上海“云中漫步”

据新华社天津 5 月 1 日电（记者付
光宇） 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获悉，
为了有效降低货运重型汽车对于环境的
影响，天津市决定自 5 月 1 日起，天津港
不再接收公路运输煤炭，天津港南疆散
货物流中心实现煤炭“只出不进”、基本
出清，天津港煤码头作业全部实现铁运
接卸。

预计此举将每年减少运煤大货车约
200 万辆次，对京津冀地区的环境质量
改善起到积极作用。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坚决落实此项
决策，天津市交通运输、环保、公安等有
关部门和滨海新区政府、天津港集团通
力合作，多措并举。

一是积极完成港区外南疆散货物流
中心煤炭清空。

二是进一步提升港口铁路运力。
三是打造三大远程物流基地。
截至 4 月 30 日，南疆散货物流中心

库存的370万吨煤炭除少部分由于涉及
法律纠纷或被质押暂时无法清运，其余
煤炭已经全部清运完毕，山西阳泉煤炭
分拨基地已经运行。

天津港：

不再接收
公路运煤炭

“五一”前夕，国务院通报
2016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
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区，
予以表扬激励。

江苏省改善地方科研基础
条件、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落实
国家科技改革与发展重大政策
成效较好，科技部、财政部分配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
金时，管理因素权重按满分计
算，加大资金倾斜支持力度。

江苏省财政预算执行、盘
活财政存量资金、国库库款管

理、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
预算公开等财政管理工作完
成情况较好，财政部将对我省
推荐的财政管理工作先进典
型市、县（市、区），利用督查收
回的专项转移支付沉淀资金
等予以奖励，每个设区市奖励
资金不低于 2000 万元，每个
县（市、区）奖励资金不低于
1000 万元。

江苏省落实鼓励和支持就
业创业政策措施工作力度大，
促进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等任务完成较

好，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在安排中央就业补助资金时
给予倾斜和支持。

江苏省落实养老服务业支
持政策积极主动、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成效明显，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民政部在我省安排年
度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央预算

内投资计划时，从该专项中央预
算内投资总量中单独切出 4%的
比例予以资金倾斜；在安排年度
民政部本级彩票公益金补助地方
老年人福利类项目时，通过工作
绩效因素（占 10%的权重）予以资
金倾斜。

据新华日报

获国务院通报表扬

江苏落实重大政策措施有力有效

据新华社长春 5 月 1 日电（记者周立权）记者获悉，吉
林警方今年以来共破获“校园贷”违法案件 193 起，打掉诈
骗团伙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1名。

日前，长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对多名学生报案的“校园
贷”被骗案件进行调查，将躲藏在出租屋内的犯罪嫌疑人申
某抓获。此案涉及长春 7 所高校近百名学生，涉案总金额
400 余万元。申某等人诱骗学生以做兼职为名，用大学生
身份证在“校园贷”平台上注册，骗取资金后藏匿。

长春某大学在校学生石某以本人做担保，以其同学名
义在“校园贷”上骗取资金67万余元，使36名同学陷入“校
园贷”恶意讨债危机中。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迅速出击，
及时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

吉林：

破获“校园贷”193起

新华社重庆 5 月 1 日电（记者陈国洲）记者从重庆市公
安局治安管理总队了解到，从 5 月 1 日起，在重庆居住的新
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户籍群众可在重庆当地办理居民身
份证相关业务。至此，在重庆居住的外地户籍群众均可在
当地办理身份证。

据了解，重庆作为全国首批10个试点开展居民身份证
异地受理工作的省市之一，从 2015 年开始，通过不断加强
跨省协作，先后6次增点扩面，稳步扩大跨省异地办理身份
证的范围。还在市内先后设立跨省异地受理点 315 个，覆
盖全市41个区县公安局，先后共有26.2万名群众享受到了
就近异地办证的贴心服务，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
少跑路”。

民警介绍，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业务主要包括证件的
到期换领、损坏换领、丢失补领。在重庆居住的外地户籍群
众可持《居民户口簿》或《重庆市流动人口居住证》（到期换
领的还需持原居民身份证），到市内居住地所属区县公安机
关设立的跨省异地受理点办理手续。通过简化手续，目前
重庆异地办理身份证的时间已缩短为20个工作日。

办理时间20个工作日

重庆：

所有外地户籍群众
可在当地办理身份证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 日电（记者王立彬）为进一步加
大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力度，今后省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可以将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
使用。

近日，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运用增减挂钩政策
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明确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可以
将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使用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片区外国定贫困县扩展
到省定贫困县，这将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使脱贫攻坚向纵
深推进。

通知说，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可以将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各地要加强对增减挂钩项
目和节余指标流转的监管，规范节余指标流转交易，同时综
合考虑区域发展实际，搭建平台，牵线搭桥，为贫困地区节
余指标流转创造条件；在编制下达土地利用计划时，应实行
增量和存量用地统筹联动，适当减少节余指标流入地区新
增建设用地安排，经营性用地尽量要求使用增减挂钩指标，
以提高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收益，进一步加大对脱贫攻坚工
作的支持力度；各省（区、市）在执行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
范围内流转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农业转
移人口落户、易地扶贫搬迁任务等因素，做好增减挂钩专项
规划与《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调整完善方案等的衔接。

国土部再出“用地扶贫”新政——

节余指标可省内流转

（上接 A1 版）一个个方方正正的
小机器人背着材料穿越车间，准
确奔向焊接工位。它们停靠后，
搬运机器人自动抓取材料，交给
下一个流程的焊接机器人。

兖州东方机电公司技术质量
中心主任谭光韧告诉记者，目前，
公司在炉具生产的关键环节使用
了3台ADV智能移动机器人、一
台库卡搬运机器人和 5 台焊接机
器人。这些机器人可以自动对接
上一个工序的完成品、下一个工
序空位，能替代大约 50 人的劳
动。

谭光韧说，公司计划下一步
在年产 10 万台炉具生产线上实
现全自动化，上下料、组对、焊接、
喷涂等工作全部交给机器人完
成，“操作的人工将从400人减到
100人左右。”

机器人大大降低了企业人工
成本。总部位于浙江绍兴的三力
士公司，在投入建设“无人车间”
后，仅人工成本就节省了1000多
万元，占当年公司净利润的 7％
左右。

现存哪些工作“饭碗”
更可能被机器人“抢”？

记者了解到，当前“机器换
人”所涉范围，已不局限于工业制
造业，一些服务领域的人工岗位

也开始被机器人劳动者悄然替
代。

小 i 机器人创始人、董事长
袁辉告诉记者，2015 年，中国建
设银行把客服机器人用于呼叫中
心，当年就取代了大量员工。“还
有很多银行、运营商、电商甚至地
方政府都在开始运用机器人。”袁
辉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智慧制造
研究院院长王田苗认为，机器人
技术将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服
务领域，以及智能汽车、无人机等
方面。

山东临沂申通业务总监吴礼
华介绍，为提高效率及避免暴力
分拣，目前，临沂申通配备了 320
台智能分拣机器人，每小时可以
处理 1.8 万个 5 公斤以内的包裹，
准确率基本达到 100％。同等工
作量所需人工由 150 人降为 30
人，削减岗位达80％之多。

江苏常州火凤凰永动型消防
灭火机器人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

“火凤凰”的耐高温消防机器人。
公司总经理任曲波介绍，这款机
器人除了耐高温，还可以进行毒
气探测，能代替消防员进入高危
火场、爆炸、有毒环境，执行关闭
阀门等任务，降低事故现场的二
次爆炸概率。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
曲道奎博士说，服务机器人在我

国当前拥有广大的市场与广阔
的前景。“例如，我们正在做智
能护理设备的临床实验，可以
进行各种生理参数的检测。”曲
道奎强调，“未来，机器人可以
在消防、救援、守护、医疗护理
等公共服务领域大有可为。”

山东省经信委装备产业
处调研员王桂强认为，人工智
能的兴起，可能会造成部分低
技能劳动者失业。但也有专
家认为，机器人的应用将创造
更多高端就业机会。这可能
包括：工业数据科学家、机器
人协调员、工业工程师、模拟
专家、供应链协调岗位、系统
设计、信息技术、3D 辅助设
计、现场服务工程师、销售与
服务人员的需求。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新增的就业岗位专
业性极强。

如何面对“机器换人”？

多数专家业者认为，虽然
机器人对人工岗位造成一定影
响，但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紧张。

供职于广东长盈精密技
术有限公司的王亚敏告诉记
者，虽然自己的工作一度被机
器人替换掉了，但通过 2 个月
的培训，她已经重新上岗，从
普工晋升成为技术员学员，甚

至还加了薪。公司总经理助理罗
卫强说，尽管大力推进“机器换
人”，但是大部分员工都可以在公
司内部得到消化，经过转岗培训
后重新上岗。

“人类发明机器人的目的最早
是代替人，然后发展到服务人，将
来是扩展人。”华中科技大学机械
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丁汉院士说，

“目前，工业机器人大多在一些结
构化的环境当中工作，在线传感能
力都比较差。服务机器人目前还
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至于
特种机器人，都是需要通过人工遥
控操作完成特定工作。”

长 泰 机 器 人 CEO 杨 漾 和 天
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王树新
都认为，未来机器人可能从操作、
视觉和语音方面模仿人类、替代
人工，但一定只是更多地服务人
类。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蔡秀
玲教授认为，未来几年，我国服务
业将新增大量就业岗位。这些岗
位大多经短期培训即能胜任，可以
有效缓解“机器换人”造成的短期

“失业”压力。她建议政府和社会
统筹资源，加大在职业培训和“双
创”扶持方面的投入，引导劳动力
实现分流与升级。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 日电 记
者杰文津、马晓澄、陈灏 参与记
者：席敏、胡喆、董瑞丰、张翅

（上接 A1 版）它由德国设计协会创
立，是国际公认的全球工业设计方
面的最顶级奖项之一，与德国 iF
设计奖、美国 IDEA 奖并称为世界
三大设计奖。

德国红点奖针对不同类型参赛
作品分为三大部分。此次纳恩博常
州公司研发设计的电动滑板车，获
得的是“红点产品设计大奖”中含金
量最高的红点最佳设计奖。

获奖的电动滑板车采用简约
几何设计，充满设计之美。整车
净重 12.5 公斤，一次充电可续航
30 公里，最高时速 25 公里。该车
配备双重刹车系统，后轮碟刹，前
轮电机反向制动，辅以 E-ABS 防
抱死系统，刹车效果优秀。其特
有折叠卡扣设计，可在 3 秒内快速
折叠。

纳恩博专注于短途交通产品的
研发和生产，是全球同行业领跑者，
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 50%。据悉，
纳恩博常州公司研发团队有 40 多
人，目前正在研发设计第二代电动
滑板车。公司透露，今年下半年将
有更多的“常州智造”通过小米平台
进入市场。

（姜小莉）

荣获德国红点
设计大奖

据新华社杭州 5 月 1 日电（记者岳
德亮） 5 月 1 日起施行的《浙江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
法》提出，房地产经营者在样板房上“玩
猫腻”的，最高可罚款50万元。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商品房买卖过程中，购房者参观
的样板房和实际购买到的商品房有“落
差”的情况并不罕见。为此，“办法”指
出，房地产经营者预售全装修商品房的，
要提供交付样板房。交付样板房的保留
时间，自全装修商品房交付消费者之日
起不少于 6 个月，或者自建设项目竣工
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2年。全装修商
品房的展示样板房、模型、展示板以及广
告对于合同订立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作
为房屋装修质量的交付标准。

违反上述规定的，即未按规定提供
交付样板房或者未按规定时间保留交付
样板房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10万
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浙江：

样板房“玩猫腻”
最高罚5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