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国家
网信办5月2日会同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北京市有关部门
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公司， 集
中围绕百度搜索在“魏则西事件”
中存在的问题、 搜索竞价排名机制
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调查取证。 调查
组认为， 百度搜索相关关键词竞价
排名结果客观上对魏则西选择就医
产生了影响， 百度竞价排名机制存
在付费竞价权重过高、 商业推广标
识不清等问题， 影响了搜索结果的
公正性和客观性， 容易误导网民，
必须立即整改。

调查组对百度公司提出了以下
整改要求：

一、 立即全面清理整顿医疗类
等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商
业推广服务。 即日起， 对医疗、 药
品、 保健品等相关商业推广活动，
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对违规信息一
经发现立即下线， 对未获得主管部

门批准资质的医疗机构不得进行商
业推广。

二、 改变竞价排名机制， 不能
仅以给钱多少作为排位标准。 立即
调整相关技术系统， 在2016年5月
31日前， 提出以信誉度为主要权重
的排名算法并落实到位； 对商业推
广信息逐条加注醒目标识， 并予以
风险提示； 严格限制商业推广信息
比例， 每页面不得超过30%。

三、 建立完善先行赔付等网民
权益保障机制。 畅通网民监督举报
渠道， 提高对网民举报的受理、 处
置效率； 对违法违规信息及侵害网
民权益行为， 一经发现立即终止服
务； 建立完善相关机制， 对网民因
受商业推广信息误导而造成的损失
予以先行赔付。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5月2
日，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北京市有关部门
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公司，对

“魏则西事件”进行调查。 同时，国家
卫生计生委、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于5
月3日进驻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
院（以下简称），对“魏则西事件”涉
及的医院问题进行调查。

调查认为， 武警二院存在科室
违规合作、 发布虚假信息和医疗广
告误导患者和公众、 聘用的李志亮
等人行为恶劣等问题。 调查组责成
武警二院及其主管部门采取以下措
施立即整改：

一是立即终止与上海柯莱逊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合作。 同时， 对
其他合作项目运行情况进行集中梳
理清查， 停止使用未经批准的临床
医疗技术。 按照中央军委 《关于军
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
动的通知》 要求， 对所有合作项目
立即终止； 对全院聘用医务人员从
业资质进行逐一核查， 对发现的问
题立即按规定整改。

二是彻底整治涉及武警二院的
虚假信息和医疗广告， 合作方立即
终止与有关媒体公司的合同， 停止
发布虚假信息、 各类广告和不实报
道； 严格按照原解放军总后勤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原卫生部
等五部门 《关于禁止以军队名义发
布医疗广告的通知》 要求， 对涉及
部队医疗机构的各类广告、 信息推
广以及宣传进行全面彻底清理， 积
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监测， 坚决查
处、 严肃处理。

三是对涉事的医务人员依据有
关规定， 由其主管部门实施吊销医
师执业证书等行政处罚和纪律处
分； 对涉嫌违法犯罪的， 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四是在武警二院开展依法执业
宣传教育和纪律整顿， 完善规章制
度， 规范执业行为， 加强内部管
理， 改进行业作风， 彻底扭转管理
混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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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5月9
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
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说，深化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是推动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推进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有
关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本届政府紧
紧扭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牛鼻子”，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
齐下，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取得明

显成效。国务院部门取消下放行政审
批事项三分之一以上，提前超额完成
承诺的目标任务。工商登记前置审批
精简85%。 资质资格认定事项压减
44%。 多数省份行政审批事项减少
50%-70%。 同时创新和完善事中事
后监管， 针对群众期盼优化公共服
务。这些既为企业“松了绑”、为群众
“解了绊”、为市场“腾了位”，也为廉
政“强了身”，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

李克强说， 要推动简政放权向
纵深发展。下决心继续减少审批，相
同相近、 关联事项要一并取消或下
放，并确保基层接得住管得好。深入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和“证照分离”改

革试点， 继续削减前置审批和不必
要证照。 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办学
科研自主权。 推进政务公开， 打通
“信息孤岛”，使群众和企业了解、监
督、评价“放管服”情况。

李克强指出， 要推进政府监管
体制改革。实施公正监管，全面推开
和细化“双随机、一公开”模式，建立
企业信用联合激励与惩戒机制。完
善综合监管， 推进市县两级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 减少多头执法和重复
检查，消除监管盲点。

李克强说，要优化政府服务。提
高服务“双创”的效率，为企业开办
和成长提供“一条龙”服务，促进新

注册企业增长势头不减、 活跃度提
升。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多渠道提升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
享水平。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
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

李克强说，深化“放管服”改革
是一场牵一发动全身的深刻变革。
各级政府要树立大局意识，相忍为
国、让利于民，计利当计天下利，以
政府减权限权换来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的发挥。要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和工匠精神，抓好“放管服”改
革实施，严格责任落实，用实实在
在的成果推动国家发展、增进人民
福祉。

李克强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上下联动深化“放管服”改革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针对美
国前防长声称若不遵守南海仲裁庭仲
裁结果将是“危险的开端”，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9日表示， 美方对于国际法
“合则用，不合则弃”才是危险的，值得
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陆慷表示，菲律宾就中菲南海有关
争议单方面提起仲裁，违反包括《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美国某
些人口口声声要求其他国家遵守国际
法，却对自己和所谓的盟友大开违法之
门，长期以来对菲律宾违背国际法侵犯
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行为视而不
见。 美方这种对于国际法“合则用，不合
则弃”的投机做法，严重侵蚀国际法的

权威性、严肃性，这才是危险的，值得国
际社会高度警惕。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针对有评
论认为菲律宾因实力悬殊无法通过双
边谈判解决争议才就南海问题提起仲
裁，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9日表示， 中国
不会“以大欺小”， 但也不会纵容个别
国家通过邪门歪道“以小讹大”。

陆慷说，长期以来，中方从大局出
发， 以建设性的态度负责任地处理南
海问题，谈判协商的大门一直开放。而
菲律宾则置中菲共识于不顾， 缺乏与
中方谈判协商解决问题的诚意， 反而
在南海假扮“受害者”，不断挑衅，挑起
事端，激化矛盾，恶化地区和平稳定。

外交部：

美对国际法投机做法值得警惕
中国不会“以大欺小”也不纵容“以小讹大”

联合调查组公布“魏则西事件”调查结果

百度竞价排名影响搜索公正
武警二院虚假信息误导患者

责任编辑 孟姣燕 李特南 蔡矜宜

湖南武术
“惊艳”韩国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蔡
矜宜 ） 近日， 在韩国仁川举行的
2016韩中武术文化交流演武大会
中， 湖南武术代表团献上代表我省
最高水平的武术表演， 赢得韩国观
众热情“点赞”。

来自湖南代表团与韩方代表团
的武术家和民间艺术家近500人参
加了这次演武大会。 湖南代表团共
进行了传统门派拳术、太极拳、器械
以及书画、 古琴等40多个项目的表
演， 让中外观众领略了中华武术的
博大精深和传统民间艺术的独有魅
力。韩国选手则表演了合气道、民族
传统舞蹈等项目。

省文史馆馆员、原省体育局副巡
视员、 湖南代表团团长周克臣表示，
韩中武术文化交流演武大会对推动
中华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增进中
韩武术文化交流等具有积极意义。希
望通过此次访问推动更多韩国民众
爱上武术、了解中国武术文化。

� � � �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蔡矜
宜）今天，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驳回
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取消“禁足令”的
请求，但将禁令期限由6年减为4年。这
已经是普拉蒂尼第二次获得“减刑”，
不过他上诉努力的目标始终是取消禁
令、重回欧洲足坛权力中心。

去年年底， 由于违反国际足联道德
准则， 涉嫌收受原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
130万英镑不明款项等问题，普拉蒂尼被
国际足联伦理委员会处以8年禁足令。

4月29日， 普拉蒂尼在国际体育仲

裁法庭出庭，为推翻自己的“禁足”处罚
作最后一搏。10天后， 体育仲裁法庭委
员会在声明中表示：“我们调查发现普
拉蒂尼违反了国际足联的道德准则，但
6年的禁足令稍显‘严厉’，因此我们决
定将其减至4年， 这相当于一个欧足联
主席的任期。”此外，对普拉蒂尼的罚款
也由此前的8万瑞郎降至6万瑞郎。

普拉蒂尼表示， 他将辞去欧足联主
席一职。 欧足联执委会将于18日召开特
别会议讨论选举事宜， 但并不确定选举
能否在法国欧洲杯开幕前举行。

普拉蒂尼“禁足令”减至4年

� � �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王亮）8
日，2016农夫山泉武网城市网球俱乐部
巡回赛长沙赛区结束，20支球队、153名
球员参加角逐， 夺得冠军的湖南裕丽机
电网球俱乐部将代表长沙参加在武汉
网球公开赛期间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今年的武网城俱赛在武汉、 长沙

等20个分站城市进行，9月武汉网球公
开赛开战时，20站的冠军队伍将齐聚
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参加总决赛， 与国
际网球巨星亲密接触， 并观摩武网战
况。 经过两天的角逐， 湖南裕丽机电网
球俱乐部称雄长沙赛区， 三旗网球俱乐
部、多乐网球俱乐部分获二、三名。

武网城俱赛长沙赛区结束

冠军将参与武网公开赛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大陆多
位台湾问题专家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我们一再呼吁坚持“九二共
识”，是基于“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进程中的基础地位。 台湾当局
新当选领导人及民进党只有承认这一
事实，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反之，
两岸民众将同受其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黄嘉树表示，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厦
必须以两岸同属一中为根基， 不承认
“九二共识”等同于毁弃和平发展的政
治基础。 如果双方共同遵守的规则被
废弃了，双方的交流机制也必将瘫痪。
民进党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不仅
构成对大陆的背信和伤害， 更要承担
“破坏现状”的历史罪责。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郑振
清表示，如果没有了“九二共识”这一

基础， 两岸各领域交流会受到极大冲
击，两岸同胞利益必将受到损失。在当
前两岸关系的格局下， 台湾民众的损
失将更严重。陆客、陆生之所以愿意去
台湾旅游、求学，是因为有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这个大前提在， 台湾当局承认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大家才放心。如果
两岸关系紧张，对两岸的贸易、投资等
各方面关系都会造成伤害。

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创
中心平台执行长陈先才指出， 我们希
望延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考
虑到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和福祉，不
断向台湾方面释放善意， 促成世卫大
会向台湾发出邀请函就是一例。2009
年以来，台湾得以参与世卫大会，是在
两岸双方均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
础上作出的特殊安排， 这对于保障台
湾同胞的健康带来切实好处。

专家呼吁坚持“九二共识”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 � �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5月9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金正恩，祝
贺他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并以他个人名义对金正恩表示热烈
祝贺， 祝朝鲜人民在以金正恩委员长
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 在建设社

会主义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习近平表示， 中朝传统友谊由双方

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是
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 中国党和政府高
度重视中朝关系。 我们愿同朝方共同努
力，从中朝关系大局出发，推动中朝友好
合作不断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
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习近平致电祝贺
金正恩当选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