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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启动
仪式暨《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发布
会21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当前国际发展合
作的共同任务，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政府高度
重视落实这一议程，出台《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国别方案》，在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平衡推进落实工
作，取得诸多早期收获。中国将坚持不懈落实可持续发展
议程，推动国家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习近平强调，设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是我在2015
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宣布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很高兴看
到知识中心正式成立，希望中心为研究交流发展理念、促进国
际发展合作、推动全球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习近平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韩洁 杨学嘉） 记者 21 日从
财政部获悉，财政部等三部门
联合出台意见，引导和鼓励社
会资本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模式，参与养老机构、
社区养老体系建设、医养健融
合发展，构建多层次、多渠道、
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市场。

这份由财政部、民政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的
意见提出，通过“政府引导、市
场驱动”的方式，鼓励各类市场

主体参与养老服务 PPP 项目，
逐步使社会力量成为养老服务
领域的主体。

意见指出，养老服务 PPP
项目要重点立足保障型基本养
老服务和改善型中端养老服
务。在养老机构建设运营方
面，鼓励政府将现有公办养老
机构交由社会资本方运营管
理；支持机关、企事业单位将所
属的度假村、培训中心、招待
所、疗养院等，通过PPP模式转
型为养老机构。

具有形式多样养老服务的社
区养老体系是众多老年人的心之
所向。意见明确养老服务PPP项
目要重点在城乡社区内建设运营
居家养老服务网点、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提供老年供餐、社区日间
照料、老年精神文化生活等。通
过将社区养老服务打包，实现区
域内的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统一标
准、统一运营。

意见还提出要推进“养老＋”
综合新业态发展，鼓励养老机构
与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服务机构

开展合作，打造全生命周期养老
服务链。兴建一批以养老为主
题，附加康养、体育健身、医疗、教
育、文化娱乐、互联网等的现代服
务业。

意见要求各级财政、民政、社
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合作，积极提
供政策保障。合理设置参与条
件，消除本地保护主义和隐形门
槛。适时开展项目试点，强化绩
效评价和项目监管，严格执行财
政 PPP 工作制度规范体系，促进
养老服务业规范发展。

支持机关、企事业单位所属度假村、培训中心等转型为养老机构

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出台意见：

鼓励公办养老机构由社会资本运营

新华社贵阳 8 月 21 日电
（记者王新明） 2017 年 9 月 1
日起，贵州省公务活动全面禁
酒。根据规定，贵州省范围内
的公务活动将一律禁止提供任
何酒类，一律不得饮用任何单

位和个人提供的任何酒类，包
括私人自带的酒类。

记者 21 日从《贵州省公务
活动全面禁酒的规定》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规定》适用范
围包括贵州省各级党的机关、

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和
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省属国
有（独资或控股）企业、国有金融
企业参照本规定执行。

按照《规定》，贵州省范围内

的公务活动，一律禁止公款赠送
任何酒类。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日
午间，一律不准饮酒。

《规定》明确，重大外事活动和
招商引资活动，确需提供酒类和饮
酒的，须按一事一购买、一事一审
批的原则，由承办单位报分管该单
位或该项工作的负责同志审批，同
时报同级纪委备案。提供酒类的
数量、标准等，要从严控制。

贵州省纪委副书记张平说，
《规定》施行之后，纪检监察机关
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大监督执纪问
责力度，凡发现新的顶风违纪行
为，将从重或加重处分，并倒查主
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私人自带酒类也被禁止

9月1日起——

贵州公务活动全面禁酒

据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记者于佳欣） 针对美国贸
易代表对华启动301调查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1日发
表谈话称，美方做法无视世贸组织规则，是不负责任的，中
方对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

美国时间 8 月 18 日，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 年贸易
法》宣布对华启动301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
无视世贸组织规则，依据国内法对华发起贸易调查，是不负
责任的，对中方的指责是不客观的。

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和汉堡会晤以来，中美双方本
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在全面经济对话框架下就双边经贸议
题正进行顺畅、建设性的沟通和磋商，已经取得实实在在的
进步和成果。

该新闻发言人指出，美方在此时对华发起301调查，对
外发出错误信号，必将遭到包括美国产业界在内的国际社
会的坚决反对。中方认为，美方应与中方一起共同努力，扎
实推进经济合作一年计划，争取早日取得更大成果，使中美
经贸关系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继续前行。

商务部：

对美对华启动
301调查强烈不满

据新华社福州8月21日电（记者邰晓安） 新生成的13
号台风“天鸽”21日上午正以15至20公里的时速向西偏北
方向移动。福建省气象部门预计，“天鸽”在行进过程中将
逐渐加强，并可能于 23 日上午在闽粤交界一带沿海登陆，
给福建省带来较为严重的风雨影响。

21日上午5时，“天鸽”中心位于厦门东南方约780公里
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20米／秒）。
福建省防指表示，台风“天鸽”具有近海生成、近岸加强、直接
登陆、移速较快四个特点，最高将加强为台风级。预计23日
上午，“天鸽”将在闽粤交界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
暴到强热带风暴级别。

福建省防指已于 21 日上午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
应。福建省还要求，21 日 18 时之前，漳州沿海养殖渔排上
的全部人员（包括劳动力和老弱妇幼人员），福州、平潭、莆
田、泉州、厦门沿海养殖渔排上的老弱妇幼人员务必全部撤
离上岸；22 日 8 时之前，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闽中渔
场、闽东渔场的海上作业渔船务必全部就近到港避风；福州
以南地区沿岸的休闲旅游度假区、景区景点、工程工地也要
于22日全部关闭。

福建启动四级响应

13号台风——

“天鸽”直奔闽粤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
王希） 国务院国资委21日发布消息，
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轻工集团公司、
中国工艺（集团）公司整体并入中国保
利集团公司，成为其全资子企业。此
次重组实施后，中轻集团与中国工艺

（集团）公司不再作为国资委直接监管
企业，这意味着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
业数量调整至99家。

中轻集团由原中国轻工集团公
司、中国海诚国际工程投资总院和中
国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三家
央企重组而成，主营业务包括轻工原
材料和产品的开发及应用，国内外轻
工和相关工程总承包及工程规划、咨
询、设计、施工、监理与技术服务，轻工
装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以及国
际经济和劳务合作等。

中国工艺（集团）公司由原中国工
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工艺美术

（集团）公司两家中央企业联合重组成
立，主业包括工艺美术原材料开发利
用、产品研发生产，相关贸易、综合物
流及服务。

1992 年组建的保利集团已形成
以国际贸易、房地产开发、文化艺术经
营、资源领域投资开发、民用爆炸物品
产销及相关服务为主业的“五业并举、
多元发展”格局，业务遍布全球100多
个国家。在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2015
年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上，保利集团以
2014 年度 260．5 亿美元营业收入排
名第457位。

中国轻工、中国工艺
并入保利集团

央企减至99家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陈
菲） 记者从最高检官方网站获悉，浙
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21 日以放火
罪、盗窃罪，依法对“蓝色钱江放火案”
被告人莫焕晶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莫焕晶长期
沉迷赌博，在被害人朱小贞家中从事
保姆工作期间，多次窃取朱小贞家中
贵重物品进行典当、抵押，或以买房为
由向朱小贞借款，所得款项均被其用
于赌博并挥霍一空。案发前一晚，莫
焕晶又用手机进行网上赌博，输光 6
万余元。为继续筹措赌资，莫焕晶决
意采取放火再灭火的方式博取朱小贞
的感激以便再次开口借钱。6月22日
凌晨 5 时许，莫焕晶用打火机点燃书
本制造火灾，导致朱小贞和三名子女
死亡，并造成被害人房屋和邻近房屋
损失257万余元。

另据查明，莫焕晶之前在浙江绍
兴、上海从事保姆工作期间，在三名雇
主家有盗窃行为，均被雇主发现退还
财物后被辞退。

“蓝色钱江放火案”
被告人莫焕晶

被检方以放火罪
盗窃罪提起公诉

暑假期间，一个拼装式“移动游泳池”亮相山东即墨市
第四实验小学，供附近 6 所小学的学生免费学习游泳技
能。这个“移动游泳池”长 25 米、宽 15 米、深 1.1 米，有 6 条
泳道，暑假结束后即可拆装搬走。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
孔祥鑫） 记者 21 日从北京市发展
改革委获悉，北京市日前与津冀两
省市协同办共同研究制定了《关于
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
建设意见》，明确了河北雄安新区、
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发展方向，细
化了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等 4个
战略合作功能区产业承接和发展方
向，确定了一批协同创新平台和专
业化承接平台，构建“2＋4＋N”承接
平台体系。

据介绍，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实施以来，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
扎实推进，“4＋N”产业合作格局
加快构建，一批重大产业合作项
目相继落地。但在产业转移过程
中，仍然面临着承接平台较多、布
局相对分散，部分平台存在功能
交叉重复、同质化竞争等问题。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
员、北京市京津冀协同办副主任
刘伯正说：“这个意见围绕推进形
成北京新的‘两翼’，巩固提升

‘4＋N’产业合作格局，聚焦打造
若干优势突出、特色鲜明、配套完

善、承载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承
接平台载体，引领带动区域产业整
体升级。”

该意见明确了河北雄安新区
承接中央在京部分行政事业单位、
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等，北京城市副中心承接行
政办公、高端商务、文化旅游等产
业；细化了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
区、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张承生态
功能区、滨海新区等 4 个战略合作
功能区产业承接和发展方向；并确
定了一批协同创新平台和专业化

承接平台，构建“2＋4＋N”承
接平台体系。

意见将推动相关行政许可
跨区域互认，做好转移企业工商
登记协调衔接；鼓励通过委托管
理、投资组合等多种形式合作共
建产业园区，支持京津冀毗邻地
区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实现资源
整合，联动发展；积极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基金等各类基金支
持重点承接平台基础设施及配
套服务设施建设。

在土地供应保障方面，对搬

迁单位合理的新增建设用地需求，承接
地优先安排用地计划指标，并列入当地
年度重点项目给予支持。

与此同时，围绕改善承接产业
发展环境，该意见提出完善基础设
施 配 套 ，加 快 承 接 地 实 现 公 交“ 一
卡 通 ”互 联 互 通 ；高 标 准 配 置 水 电
气热等设施和标准化厂房；建立健
全跨区域双向转诊和检验结果互认
制 度 ，推 广 异 地 就 医 直 接 结 算 模
式，通过合作共建、技术支持、对口
支援、远程医疗等措施开展跨区域
医疗合作等。

承接中央在京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

雄安新区产业发展方向明确

综合新华社消息 21 日 7
时，天津第一班“复兴号”中国
标准动车组 C2204 次从天津
站始发，标志着这条运行了 9
年的京津城际铁路从“和谐”迎
来了“复兴”。从 8 月 21 日起，
京津城际每天将开行 19.5 对

“复兴号”列车，占运行动车组
的 18％，目前运行时间、行驶
速度、一二等车座票价暂时不
变。

记者注意到，“复兴号”动
车组相比“和谐号”外观颜色上
从以蓝色为主色调变成了以红

色为主色调，车厢内车座颜色
也从蓝色变成了棕色。此外，

“复兴号”车厢内饰更加现代，
座位号改为电子显示，座位下
设有电源和 USB 接口，同时为
旅客提供免费WiFi。

从一等座车厢出来的刘女
士称，她在北京做科技方面的
工作，今天来石家庄出差，上车
后才发现坐的是“复兴号”。看
着两侧座位号为电子显示，车
内灯光为 LED 灯，感觉很有科
技感，列车内的洗手间有残疾
人轮椅固定带，突然觉得这个

冰冷的“大机器”饱含了温暖。
北京铁路局北京动车段助理

工程师潘瑜称，与“和谐号”相比，
“复兴号”速度更快，预计在 9 月
中下旬京沪高铁上的“复兴号”将
按时速350公里上线运营；“复兴
号”进行了 60 万公里的考核，比
欧洲列车标准还多了20万公里，
它的设计寿命达到30年，“容量”
更大，高度从 3700 毫米增高到
4050毫米，座位间距也更宽敞。

据了解，京津城际自2008年
8月1日开通运营以来，先后进行
了16次列车运行图调整，列车运

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47对，增加
到 目 前 的 108.5 对 ，增 幅 达
131％。九年来，共计有2亿多人
次享受到乘坐京津城际高铁列车
出行带来的便利。

北京铁路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京津冀地区共开行 22.5 对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通达北京
南、武清、天津、北京西、涿州东、
高碑店东、高邑西、保定东、石家
庄、邢台东等10个车站。

图为 8 月 21 日，C2008 次“复
兴号”动车组列车驶入北京南
站。 新华社发

票价暂时不变，提供免费WiFi
“复兴号”在京津城际上线运行

8月21日凌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
县维桥乡火龙果合作社迎来一批专门观
赏火龙果开花的“夜游客”。火龙果在夜
间开花，天亮时花冠就会闭合。当地种
植户在花期免费开放，游客可近距离了
解农作物的生长故事。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日前在京召开“治理规范以‘军民融合’名义从事违
法违规活动”协调会。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重要批示精神，
通报有关情况。针对当前一些以“军民融合”名义从事违法
违规活动的现象，会议要求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协调
机制，加大治理规范力度，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顺利实
施创造良好环境。

会议指出，当前一些社会组织和中介服务机构打着“军
民融合”旗号，从事违法违规活动，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
等互联网平台多而杂乱，论坛展会借机敛财，军民融合园区
建设有同质化泡沫化的苗头，一些退休干部和退休军人未
经批准参加社团组织等。

会议要求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协调机制，形成合
力，加大工作力度治理规范。会议同时要求加强政策解读，
强化正面引导，充分发挥信用惩戒、媒体监督等作用，为推
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环境。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对以军民融合名义从事
违法违规活动进行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