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青岛4月23日电 “海上合
作—2014” 多国海上联合演习23日在青岛
附近海域举行。

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印度、马来西亚、孟加拉国、文莱等8个国家
的19艘舰艇、7架直升机及陆战队员参加这
次演习。演习以海上联合搜救为主，包括编
队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联合救援、联
合反劫持、轻武器射击等6个课目。

据新华社青岛4月23日电 中央军委副
主席范长龙23日上午在青岛集体会见了来
华出席西太海军论坛第14届年会的各国海

军代表团团长， 代表习近平主席向与会的
各国海军领导人和参加“海上合作-2014”
多国海上联合演习的官兵表示欢迎。

范长龙指出， 中国将坚持以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遵循，对内求发展、
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
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将致力
于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
赢的发展道路，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中
国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
利益，同时坚持通过平等协商解决海上争端，
努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据新华社青岛4月23日电 第14届西太平
洋海军论坛年会23日在青岛结束， 来自25个
国家的海军领导人和代表出席了闭幕式。

论坛年会为期2天， 通过了 《海上意
外相遇规则》； 批准了巴基斯坦成为论坛
观察员国； 围绕“合作·信任·共赢” 的年
会主题进行了专题研讨； 听取了MH370失
联客机搜救行动情况， 专门讨论了实施海
上联合搜救行动的方法模式； 讨论了论坛
各类行政事项， 确定了未来活动安排。

下一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由印度
尼西亚海军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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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丽娟 曾楚禹◎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4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的政策措
施，决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出一批鼓励社
会资本参与的项目，部署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工作。

会议认为， 让企业拥有投资自主权，是
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必然要求。会议确
定，一是进一步缩减投资核准范围，下放核
准权限。对市场竞争充分、企业能自我调节、
可以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有效调控的项目，由
核准改为备案；对现阶段仍需核准的，要明
确中央部门和地方的责任。二是改进和规范

核准行为，加快建设和用好全国联网的项目
审批、核准和备案信息系统，简化手续、在线
运行、限时办结。三是改革创新投资管理，减
少、整合和规范前置审批及中介服务，尽快
发布企业投资核准办法、外商投资核准备案
办法。

为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投资主体
多元化，让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进入一
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过去以政府资金和国
企投资为主导的领域，会议决定，按照《政府
工作报告》部署，在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
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重大水电、风电、
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工程，油气管网及储气

设施、 现代煤化工和石化产业基地等方面，
首批推出80个符合规划布局要求、有利转型
升级的示范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
和吸引社会资本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
方式参与建设营运。 下一步将推动油气勘
查、公用事业、水利、机场等领域扩大向社会
资本开放。会议要求，要完善配套实施细则，
推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等立法，
加强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

会议指出， 要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 继续下好简政放
权先手棋。 会议明确， 一要继续放宽市场
准入。 加快推进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

建立权力清单制度。 二要全面清理有关法
规和规章制度， 坚决废除和纠正妨碍竞争、
有违公平的规定和做法。 三要加强生产经
营等行为监管， 强化市场主体责任， 坚持
依法平等、 公开透明， 把握好监管的“公
平秤”， 坚决杜绝监管的随意性。 四要建立
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对违背市场竞
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市场主体建立“黑名单” 制度， 对失信主
体在投融资、 土地供应、 招投标等方面依
法依规予以限制，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 五要改进监管方式， 整合执
法资源， 消除多头和重复执法。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在青岛举行
范长龙：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 坚持平等协商解决海上争端

大图： 4月23日， 参加演习的中方
导弹护卫舰烟台舰上的舰载直升机紧急
起飞。

小图：4月23日， 文莱海军 “达鲁伊
山” 号巡逻舰派出小艇搭载救援人员快
速驶向“失事船舶”。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全国贯彻落实《社
会救助暂行办法》 电视电话会议4月22日在京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
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和社会公平，是一项托底线、救急难、保民
生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扶危济困，重在立行。各地
区、有关部门要以全面贯彻实施《社会救助暂行办
法》为契机，抓紧补‘短板’、扫‘盲区’，加大投入，健
全机制，鼓励参与，落实责任，编织好让困难群众
求助有门、受助及时的安全网，发挥社会救助的应
有作用，兜住民生底线。”

李克强:

编织好让困难群众
求助有门的安全网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国务院颁布的《社会
救助暂行办法》自今年2月公布以来，民政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多措并举，积极推动
《办法》全面落实。

记者23日从民政部获悉，我国民政部门采取五
大举措推动社会救助工作发展，分别为：

———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与相关
部门密切协调配合，健全组织协调体制机制，建立
和完善基层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窗口。

———加快出台实施办法。会同有关部门，按照
《办法》重点任务分工，抓紧制定实施方案和落实措
施，尽快推动制定或完善地方社会救助法规、政府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加强工作指导和监督评估。 会同有关部
门，建立工作推进和责任落实机制，加强绩效考核。
及时交流工作情况，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妥善处理
贯彻落实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注重总结和推广经验。会同有关部门及时
总结推广各地贯彻落实《办法》的先进经验，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

———抓好业务培训。要将《办法》作为近期民政
系统干部职工学习的重要内容。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将于2014年5月1日起施行。

五大举措
推动社会救助工作发展

民政部: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记者从最高检获悉，日
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湖北省政府原副省长
郭有明涉嫌受贿犯罪，依法决定对其立案侦查并采
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最高检对郭有明立案侦查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国土资源部制定的
《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导意见》23日对外公布。

国土资源部明确界定了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范围，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
托管等服务的房屋和场地设施占用土地， 可确
定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以
出让方式供应的，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按
最高不超过50年确定。

国土资源部出台
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政策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财政部国库
司日前发布《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
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政府向社会采
购服务项目的具体分类。

根据现行政府采购品目分类， 按照服务
受益对象将服务项目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保障政府部门自身正常运转需
要向社会购买的服务。 如公文印刷、 物业管
理、公车租赁、系统维护等。

第二类为政府部门为履行宏观调控、市
场监管等职能需要向社会购买的服务。 如法
规政策、发展规划、标准制定的前期研究和后
期宣传、法律咨询等。

第三类为增加国民福利、受益对象特定，
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以物
为对象的公共服务，如公共设施管理服务等；
以人为对象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

财政部：
政府公车租赁等三类
服务项目需向社会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