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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7日在
中南海听取兰考县委和河南省委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他强调，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抓整治“四风”问题，做
的是正本清源、发扬传统的工作。改进党风政
风有了一个良好开局，但用达到作风建设的
理想状态来衡量还有差距。做好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段时间工作很关键，一定
要敬终如始、一鼓作气、善作善成，确保活动
取得实效。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加强作风建
设无尽期。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本要
靠坚持不懈抓常、抓细、抓长。

听取汇报后，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
近平指出，河南省委对教育实践活动坚持抓

具体、抓统筹、反复抓，取得了积极成效。兰考
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得比较扎实，有深刻认识，
有严格标准，有具体抓手，有明显变化，干部
“走读”、面子工程、庸懒散拖、靠关系办事、大
吃大喝、以权谋私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得到整改。同时，发展目标更加清晰、发展
措施更加完善，各项工作开展得更加有效。

习近平强调，我当时联系兰考，一个重要
考虑就是要倡导全党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学习
弘扬焦裕禄精神。我们倡导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 同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高度契合。你
们把“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做焦裕禄式好干
部、做人民群众贴心人”作为活动的实践载体，
在各自岗位上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对群众的
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

拼劲，使焦裕禄精神在兰考焕发了新的活力。
习近平指出，全党用了一年多时间开展

教育实践活动，最终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向群
众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要切实做到防止
前紧后松、防止矛盾积压、防止简单粗糙、防
止短期效应。要着力抓好整改落实，向群众公
布了整改清单、作出了整改承诺，说出一条就
要做到一条，抓整改要动真碰硬，严明责任、
加强监督。要着力抓好制度建设，聚焦改作风
转作风的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出台一个就执
行落实好一个， 对违反制度规定踩“红线”、
“闯雷区”的要零容忍，发现一起就坚决查处
一起。要着力搞好活动总结，把成功做法经验
化、零星探索系统化。

习近平强调，全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总

体形势是好的。同时，我们头脑要清醒。要坚
持不懈开展作风教育，始终绷紧作风建设这
根弦，做得好的，要不骄不躁，继续做下去。做
得不到位的，要不怕阵痛，痛改前非，而且不
要再复发。对那些心存侥幸、企望一阵风的，
要加强思想教育引导，让他们丢掉幻想、自觉
回头，不要在错误的想法、错误的做法上越滑
越远。要坚持不懈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坚决反
对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增强党内政治生活
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不断提高党内政
治生活质量和水平。要坚持不懈强化宗旨意
识，解决好党员、干部是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
问题，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
务，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教
育引导、加强监督检查、加强纪律约束。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
月2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快发展商
业健康保险，助力医改、提高群众医疗保障水平；部
署推进生态环保养老服务等重大工程建设，以调结
构促发展、推升级；听取政策措施落实第三方评估
汇报，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会议认为， 深化医改要政府和市场“两手并
用”。用改革的办法调动社会力量，发展商业健康保
险，与基本医保形成合力，有助于提高群众医疗保
障水平、满足多层次健康需求，推进健康服务业发
展、扩大就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民生改善。会议
确定，一要全面推进商业保险机构受托承办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
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保险资金，建立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制度，提高大病患者医疗报销比例。目前
这项制度试点已取得成效， 要抓紧向全国推开。二
要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引入竞争机制，支持商
业保险机构参与各类医疗保险经办服务。鼓励医疗
机构成为商业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降低不合理医疗
费用支出。三要丰富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开发面向
老年人、残疾人等的保险产品。加快发展医疗责任
等执业保险，提高覆盖面。四要加大政策支持。完善
企业为职工支付补充医疗保险费的企业所得税政
策，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健康保险公司，支持商业保
险机构新办医疗、社区养老、体检等机构。五要加强
监管，规范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秩序，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确保有序竞争。

会议强调，要坚持定向调控，以解决长远问题
的办法确保当前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紧扣结构调
整，加快推进一批“补短板”的重大工程建设。会议
确定，今明两年抓紧推进以下工程：一是实施大气
污染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天然林资源保护二
期、退耕还林还草等工程，推动改善生态环境。二是
加快建设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康复医院等健康服
务体系，建设养老院、农村养老设施等养老服务体
系，提高服务基层群众能力。建设公众健身活动中
心等，推动便捷体育健身设施在城乡广覆盖。三是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开工建设一批风电、水电、光伏
发电及沿海核电项目。

会议指出，为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近期国
务院委托全国工商联等单位，采取走访企业、入户
调查座谈等方式，对简政放权、落实企业投资自主
权、棚户区改造、扶贫开发、农村饮水安全等改革、
发展、民生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总的看，
这些政策基本落实，积极效用正在显现，但也存在
一些政策不完善、执行不到位、监管跟不上等问题。
会议要求，要结合政府转职能，进一步抓好政策落
实。一是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重点解决
“会批不会管”，“对审批迷恋、对监管迷茫”等问题。
建立与审批相关的中介机构信息公开制度。二是以
垄断性较强的领域和行业为重点，推出一批适合民
间资本投资意愿和能力的好项目。三是盘活存量资
金，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等的财政支持，确保按期
完成棚改、减贫、饮水安全等年度“硬任务”。会议强
调，第三方评估对政府工作既是监督，也是推动，要
形成制度。对发现的问题，相关部门要落实责任，抓
紧整改，使政策落实成为一场“接力赛”，确保“抵达
终点”，让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如果你正在手机上使用微信支付，
一定要小心了！ 一个和微信长得一模一
样的恶意程序或许正在窃取你的银行账
户信息， 并拦截银行发给你的短信。 而
这类影响数亿用户安全的恶意程序正在
以每天2000多个的速度增加， 移动互
联网安全正成为网络安全的新难题。

移动互联网上半年
新增36.7万恶意程序

“非常危险、 危机四伏” ———在27
日举行的2014中国互联网大会上， 国
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何能强用这八个字来
形容中国移动互联网安全现状。

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监测，
今年上半年， 新增的移动互联网恶意程
序超过了36.7万。 其中， 传播移动互联
网恶意程序的网站域名811个， 存在移
动恶意程序的应用商店大于300家。

记者测算发现，这意味着每天中国数
亿移动互联网网民都将面临2000多个新
增“暗敌”的攻击，这还不算已经存在的恶
意程序。

据介绍，目前移动恶意程序99%以上是
针对安卓平台的， 恶意扣分类的程序占到
62%以上，黑客制作恶意程序带有明显的趋
利性。

网络安全主战场
从电脑转向手机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
告，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智能手机用
户最多的国家。 截至2014年6月， 中国
网民规模已达6.32亿， 手机上网使用率
达83.4%， 首次超过传统电脑的使用
率。

在移动互联网繁荣壮大的同时， 手

机隐私信息被窃取、 病毒软件的传播、
信息内容篡改等问题层出不穷。

对中国的手机用户而言， 广泛使用
的安卓系统让移动互联网更加不安全。
统计显示， 有六成多的网民使用安卓系
统的设备上网， 而安卓系统的安全性存
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移动互联网时代
安全比发展更重要

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取得了快速
发展， 成为当之无愧的互联网大国。“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安全比发展更重要，发
展需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南京邮电
大学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王春
晖说。

实际上， 互联网诞生初期就一直伴
随着安全问题。“我们采用的计算机体系
有着天然缺陷，安全性比较差，这种漏洞

随着我们对于信息化的依赖越来越高，
程序量越来越大， 漏洞的增大也是必然
的。”360公司副总裁谭晓生说， 可以预
计在未来的两三年内， 这种漏洞会有大
规模爆发的趋势， 是网络尤其是移动互
联网安全的主要威胁。

近年来，针对变幻莫测的移动互联网
恶意程序，我国通过建立“白名单制度”等
措施加大了对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的治
理工作。今年前7个月，国家互联网应急中
心对恶意程序的控制端进行处置，组织了
7次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的专项打击，处
置了101个恶意程序的控制运营， 协调运
营商关停了208个控制服务器的地址，切
断了235万感染用户的控制。

但是，这些措施显然还远远不够。专
家建议，优化监管模式，构建“网络、平
台、 终端三位一体” 的信息安全保障体
系，破解移动互联网安全新课题。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商务部网站27日发
布消息，国家卫生计生委、商务部25日印发通知，允
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天
津、上海、江苏、福建、广东、海南设立外资独资医院。
通知明确，除香港、澳门和台湾投资者外，其他境外
投资者不得在上述省（市）设置中医类医院。

根据通知， 申请设立外资独资医院的境
外投资者应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
人， 具有直接或间接从事医疗卫生投资与管
理的经验，并符合下列要求之一：能够提供国
际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 管理模式和服务模
式； 能够提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医学技术
和设备； 可以补充或改善当地在医疗服务能
力、医疗技术、资金和医疗设施方面的不足。

习近平在听取兰考县委和河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指出

活动要敬终如始善作善成

一天新增2000多恶意程序
———移动互联网呼唤安全屏障

危机四伏 新华社发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北京等七地
获准试点外资独资医院

据新华社青岛8月27日电 备受关注的山东
平度纵火案27日有了最新进展，包括平度市两名
副市长在内的12名相关责任人因平度“3·21”纵
火案受责任追究，处理意见已于4月底落实到位。

青岛市纪委监察局27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
信息显示，处理意见为：平度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牛润之，作为市委、市政府分管信访工作的
领导，对该村村民上访问题不重视、不过问，对
事件发生负领导责任，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平度
市政府副市长、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刘玉明，作为
市政府分管城乡建设管理工作的领导， 对该村
村民上访问题重视不够， 督导有关部门和单位
宣传解释相关政策不到位， 对事件发生负领导
责任，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另外，平度“3·21”涉嫌放火案8月20日至22日
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杜群
山和崔连国被公诉机关指控放火罪， 被告人王月
福、 李青等5人被公诉机关指控放火罪和寻衅滋事
罪。22日15时，合议庭休庭，宣判日期另行通知。

山东平度纵火案：

2名副市长在内的
12名责任人受追究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李先志）
8月26日， 由省体育局主办的省第29届“湘江源·
九星杯” 围棋锦标赛在蓝山开幕。 来自省内120余
名业余围棋高手参加此次大赛。

“九星杯” 围棋锦标赛是我省围棋水平最高、
历史最久、 影响最大的赛事。 每年一届的“九星
杯” 开始于1986年， 从2004年起， 该赛事升格为
省体育局与省棋类协会联合主办的锦标赛， 并从
当年起增设团体项目。

另悉， 明年1月， 蓝山将代表我省组队参加第
28届“晚报杯” 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王亮 蒋剑平 戴勤 通
讯员 杨坚） 记者昨天从省体育局了解到， “五矿·
万境水岸” 杯2014年第五届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 （湖南站） 将分别于9月8日、 9日在邵阳市新
宁县和郴州市嘉禾县举行， 届时将有300多名国内
外车手参加。

今年的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将于8月30日在
西安启程， 9月14日在天津收官。 途经陕西、 四
川、 湖南、 湖北、 重庆、 天津等省市， 共13个赛
段。 湖南站的邵阳新宁县和郴州嘉禾县是第5和第
6赛段， 比赛时间分别是9月8日和9日。

据介绍， 届时将有来自国内外的22支车队参
加， 其中欧洲11支、 亚洲9支、 美洲2支， 选手达
到300多名。 赛道将经过新宁崀山及嘉禾九峰山景
区， 除了精彩的比赛， 现场还将举行荣誉骑行、 环
中嘉年华等活动。

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继环法、 环西、
环意之后竞赛天数世界第4、 亚洲第1的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事。 我省是第二次承办该项赛事， 去年
在长沙和岳阳举办。

环中公路自行车赛
9月骑进湖南
300余名选手竞逐

业余围棋高手蓝山落子

亚冠8强赛次回合比赛27日进行， 广州恒大队主场2比1
击败西悉尼流浪者队， 总比分2比2与对手战平， 但由于客
场进球少， 无缘半决赛——— 饮恨出局

在2013年为中国足球带来
了巨大的幸福后，恒大队今年倒
在了亚冠8强赛。但平心而论，足
球场上从来没有常胜将军，输场
球、出个局未必不是好事。

回顾恒大5年来的发展史 ，
其一建队便冲超， 第2年又称霸
中超，第4年就登上了亚洲之巅，
过程一帆风顺，绚丽得像一部写
好的完美剧本。但也犹如成长中
的孩子 ，过于顺利的轨迹 ，背后
难免会有问题掩盖其中。

恒大队能在短短4年时间里
横扫亚洲足坛，金元足球的威力
占了不少成分，并不符合足球长
期发展的规律。

对于本赛季恒大状态下降
原因 ，也一直众说纷纭 。有的归
为阵容调整 ， 有的归为奖金下
降，但总而言之 ，是俱乐部的系
统问题。

自恒大足球俱乐部建立以
来，一直以成为一支真正的职业
俱乐部为目标。2013年问鼎亚冠
固然值得标榜，但并不能说恒大
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完善、成熟

的职业俱乐部 。 其管理运营模
式、后备人才培养 ，距离五大联
赛的俱乐部依然有很大差距。

俗话说 ，高处不胜寒 。本次
出局，就是给恒大以及中国足球
饮下的一杯醒酒药， 清醒一下、
反思一下，对未来的长远发展才
有好处。

就在北京时间27日凌晨，世
界级豪门曼联队再迎败仗，在联
赛杯中以0比4输给了一支英国
甲级球队 ，连 “红魔 ”都能有低
谷，恒大亚冠出局 ，着实也无需
大惊小怪。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王亮

场外任意球

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第三方评估要形成制度

恒大队最终没能扭转乾坤。
在缺少了张琳芃、 郜林、 金英权三名主

力， 主帅里皮也无法现场指挥的困难局面下，
恒大队拼尽了全力。 比赛中， 恒大队先失一
球， 随后连追两球以2比1战胜西悉尼流浪者
队， 但以总比分2比2， 客场进球少而被淘汰
出局。

恒大队不是没有机会。 比赛第31分钟，
埃尔克森赢得了点球， 可惜他罚出的球路线
太正， 被对方门将扑出。 余下的时间， 恒大
队一直掌控着局势， 但并没有组织起有效的
进攻， 倒是流浪者队在第59分钟发动反击，
利用创造的点球机会， 率先破门。

犹如被逼上了悬崖。 恒大队随后迸发出
了巨大的能量， 仅过了两分钟， 迪亚曼蒂在
禁区内劲射得分。 此后， 恒大队多次机会均

无功而返， 只是由埃尔克森在第91分钟破门，
但所剩时间不多， 恒大队最终饮恨出局。

众所周知， 恒大队本赛季大动筋骨， 中
前场核心孔卡和穆里奇先后离队， 在引入迪
亚曼蒂和吉拉迪诺后， 球队一直处于磨合之
中。 回忆孔卡加盟恒大队的初期， 同样存在
着严重的磨合难题， 恒大队也是其加盟第3年
后才所向披靡， 登上了亚洲之巅。

同时， 恒大队连续5个赛季步步高升， 在
夺得亚冠冠军后， 球队的心气难免有所下降。

本场比赛， 没能扭转乾坤固然遗憾， 但
能在万般困难的局面下取得主场胜利， 恒大
队还是展现了战斗精神、 捍卫了卫冕冠军的
尊严。

赛前， 恒大俱乐部老板之一马云表示：
无论本场赢球与否， 只要恒大队踢出精气神，
就将颁发2000万的“男人奖”。 以本场比赛的
表现而言， 恒大队配得上“男人奖”。

本报记者 王亮

图为恒大队队长郑智在赛后沮丧地跪在草地上。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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