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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4月1日下
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十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必须从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
高度，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地位
和重要作用，拿出勇气和魄力，自觉运用
改革思维谋划和推动工作， 不断提高领
导、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能力和水平，
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
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2015-2020年）》、《关于城市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人民陪
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关于人民法
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
（2015-2020年）》。

会议指出，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薄弱环节和
短板在乡村， 在中西部老少边穷岛等边
远贫困地区。 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
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
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的大事。 要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多措并举，定向施
策，精准发力，通过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
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 拓展乡村教师
补充渠道、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统一
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职务）评聘
向乡村学校倾斜、 推动城市优秀教师向
乡村学校流动、 全面提升乡村教师能力
素质、 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等关键举
措，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
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加强组织领导， 因地制宜制定符合乡
村学校实际的有效措施，把准支持重点，
着力改革体制，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支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会议强调，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
体系的主体。 要把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作为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着力解决好
群众看病就医问题。 要坚持公立医院公益
性的基本定位，将公平可及、群众受益作
为改革出发点和立足点，落实政府办医责
任，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改革，坚持
分类指导，坚持探索创新，破除公立医院
逐利机制，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
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 构建布局合
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诊疗
就医格局。 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综合性强、
涉及面广， 在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建
立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强化医保支付和

监控作用、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
薪酬制度、构建各类医疗机构协同发展的
服务体系、推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加快
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等方面都要大
胆探索、积极创新。 要落实政府的领导责
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 要立
足我国国情，加快推进改革试点，尽快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会议指出，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要通过改革人民
陪审员制度，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
正，提升人民陪审员制度公信度和司法公
信力。 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围绕改革人民陪审员选
任条件和选任程序、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
范围、 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机制、探
索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改革、完善人
民陪审员退出和惩戒机制、完善人民陪审
员履职保障制度等重要环节开展试点，提
高人民陪审员广泛性和代表性，发挥人民
陪审员制度的作用。

会议强调， 改革人民法院案件受理
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目的
是要通过改进工作机制、加强责任追究，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
问题，保障当事人诉权。 人民法院要明确
登记立案范围、规范登记立案程序、健全

配套机制、 制裁违法滥诉、 强化立案监
督，逐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司
法规律的立案登记制度，坚决杜绝“有案
不立、有诉不理、拖延立案、增设门槛”等
现象。 要强化法治意识，积极配合做好工
作，坚决杜绝干预、阻挠人民法院依法立
案现象发生。 要加强诉讼诚信建设，加大
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
惩治力度，依法维护正常立案秩序。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
举措实施规划（2015-2020年），是今后一
个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施工图和
总台账。 要组织好规划实施，注重政策统
筹、方案统筹、力量统筹、进度统筹，确保
改革任务相互协调， 改革进程前后衔接，
改革成果彼此配套，及时解决实施中的矛
盾问题，努力把各项重要举措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依法治国，任务很重，时间很紧。 要发扬
钉钉子精神，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加大
改革方案出台力度， 试点工作要抓紧抓
实。 出台的方案一定要有可操作性，细化
改革任务的责任主体、完成时限、考核问
责等。 改革方案通过后，能公开的要向社
会原原本本发布， 以利社会共同监督落
实。 要抓好改革方案的进度统筹、质量统
筹、落地统筹，理清各项改革的“联络图”
和“关系网”，增强改革的有序性。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

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地位
自觉运用改革精神谋划推动工作

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盘活和统筹使用沉淀的存量财政
资金，有效支持经济增长；确定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的措施，培
育经济新动力；决定适当扩大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范围，更好惠
民生、助发展。

会议认为，改革和完善财政资金管理，盘活沉淀的存量资
金统筹用于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可以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稳增长、调结构的效用。 各
部门要顾全大局、带头示范，统筹使用的财政资金重点向中西
部倾斜，带动有效投资，增加农村贫困地区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供给。 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 与财力相匹配的财税制
度，提高财政管理绩效，更好支撑经济发展。

会议指出，发展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业，是“互联网＋”行
动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减少
流通成本，激励创业扩大就业，拉动消费，改善民生，增加金融
活力，促进发展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一要简政放权，放宽电子
商务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 二要推动电子商务
与贸易流通、工业生产、金融服务等相关领域联动发展，创新
和拓展面向“三农”的服务，推进网络购物、网络化制造和经营
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成长，支持实体店与电商、线上
与线下协同发展。三要加强法规标准和信用体系建设，营造公
平竞争的环境和舞台，提升电子商务产品质量，完善网上交易
投诉和维权机制，保护知识产权和网络交易安全。让电子商务
的蓬勃发展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会议指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保民生的重要资金来源。
适当拓宽基金投资范围，分散风险，稳定和提高投资收益，实
现基金保值增值， 并为经济社会发展助力， 符合人民根本利
益。会议要求，在把社保基金资产更多配置到收益相对较高且
比较稳定的领域时，要做好政策衔接，控制投资风险，坚决守
住安全“红线”，在促发展中壮大保民生的实力。

李克强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日前， 国务院批复同意 《存款
保险制度实施方案》， 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工作由人民银
行承担， 要求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按照 《存款保险条例》
等法律法规认真组织实施。

目前，《存款保险条例》已公布，将从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强协调配合，确保制度平稳出
台和有效运行。同时，加强存款保险与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
宏观审慎管理以及金融监管等职责的协调配合，共同提高我国
金融安全网整体效能，促进我国银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国务院批复同意
《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

（上接1版）
水质目标考核处罚： 某地出境考

核断面主要考核因子低于Ⅲ类标准的，
实施目标考核处罚。 水质动态考核处
罚： 某地出境断面水质比入境断面水
质每下降一个类别， 给予适当处罚。

最小流量限制： 根据我省核准的
市、 县交界断面最小流量， 某地所有
出境考核断面水量必须全部满足最小
流量且相应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否则
视对下游的影响程度核减考核奖励直

至取消。
湘江流域生态补偿 （水质水量奖

罚） 范围为： 湘江干流及舂陵水、 渌
水、 耒水、 洣水、 蒸水、 涟水、 潇水
等流域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及流
域长度超过150公里的一级支流流经
的市和县 （市、 区）， 包括湘江流域
的永州、 郴州、 衡阳、 邵阳、 娄底、
株洲 、 湘潭 、 长沙等8市及35个县
（市、 区）。

据悉， 省环保厅、 省水利厅正在

制定 《湘江流域断面水质水量考核监
测办法》， 为水质水量奖罚提供依据。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31日电 美国财政部
长雅各布·卢3月31日表示， 美国已准备好欢迎
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

雅各布·卢当天在美国北加州亚洲协会发
表演讲时说， 美国已明确向中国政府表示准备
好欢迎国际开发架构的新机构， 包括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 只要这些新机构可以与现有的
国际金融机构形成互补关系， 并与国际社会共
同致力于执行真正的多边决策机制和不断完善
的贷款标准与社会保障措施。

美财长：准备好欢迎亚投行

据新华社利雅得3月31日电 沙特阿拉伯军
方发言人3月31日说，目前沙特及其盟国暂不向
也门派遣地面部队， 但地面部队已做好随时参
加战斗的准备。 目前，地面部队已在沙特边境地
区集结，处于待命状态。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也门港口城市荷台达
一家乳制品厂4月1日凌晨时分被炮弹击中， 30
余名工作人员身亡。 这是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上
月26日发动代号为“果断风暴” 的空袭行动以
来， 最为严重的平民死伤事件之一。

沙特：暂不派遣地面部队

湖南日报4月1日讯 （记者 胡泽汇）
为备战9月23日至10月3日在湖南长沙
举行的男篮亚锦赛暨里约奥运会资格
赛， 中国男篮今天启程赴云南海埂进
行为期3周的高原集训。此行也成为中
国男篮备战亚锦赛之旅的起点。

中国男篮2013年马尼拉亚锦赛无
缘前四名，陷入历史低谷。去年仁川亚
运会再遭滑铁卢。 在振兴三大球的大
背景下， 男篮能否在家门口重新崛起
备受关注。 因为亚锦赛的冠军球队将
直接获得参加里约奥运会的入场券，
此役也成为今年中国体坛最重要的赛
事之一。

由于CBA总决赛刚刚结束，中国男
篮于3月29日才集结完毕。 赴昆明集训

的26名球员中，去年仁川亚运会15人名
单的球员全部在列，其中的“新老搭配”
引人注目：李根、方硕(北京)、邹雨宸(八
一)、李荣培(天津)、吴前(浙江)、崔晋铭
(吉林) 等6位在联赛中表现突出的新人
首次进入国家队大名单。35岁的老将刘
炜重披战袍。此外，核心易建联也重新
归队，但他暂时不会随队训练，而是前
往美国进行例行特训。孙悦则因为要做
肩部手术， 需要4至6个月的恢复期，今
年很可能无缘国家队。

中国男篮的亚锦赛备战将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恢复与调整，
包括从4月1日起的三周高原训练和返
回北京后的短期集训。 第二阶段是以
赛代练的磨合阶段。5月中旬， 与美国

一个临时组建的队伍进行3场商业比
赛；6月中旬与立陶宛队再赛3场；7月
中旬参加中欧4国邀请赛(两站)；7月底
至8月中旬，赴欧洲拉练热身。第三阶
段为战术体系形成阶段， 这也是亚锦
赛最后的冲刺阶段。

本届亚锦赛，在家门口“夺冠”是
中国男篮的不二目标。 主教练宫鲁鸣
表示，“这个目标不是上面定下的指标
或者是迎合外界期望， 而是全队上下
的共同态度和决心。”为争夺唯一一张
直通里约奥运会的门票，伊朗、韩国、
菲律宾等亚洲诸强虎视眈眈， 已连续
两年在亚锦赛和亚运会上无缘四强的
中国男篮，要想夺回亚洲“老大”位置，
难度不小。

阵容新老交替，家门口“夺冠”是目标

昨日赴海埂开始集训

中国男篮进入“亚锦赛时间”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084 9 4 1
排列 5 15084 9 4 1 5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5036 14 18 20 23 24 04+0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下期奖池：1251569256.40（元）

10000000 10000000

00

在贵州省毕节市， 有一个125.8平方公里的原始杜鹃林带， 已查明有杜鹃花品种60多个。 暮春时节， 各种杜
鹃花千姿百态， 争相怒放， 绵延百里， 形成世界上罕见的自然奇观， 被誉为 “地球彩带， 杜鹃王国”， 是世界最
大的天然花园。 图为3月21日游客在杜鹃花海里用手机拍下美景。 湖南日报记者 李特南 摄影报道

“地球彩带，百里杜鹃”

●确定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措施
●扩大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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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乳制品厂被炸30余人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