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全国乳制品
抽检合格率达99.5%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中国奶业协会16日
在京发布《中国奶业质量报告（2016）》。 根据报告，
2015年全国乳制品抽检合格率达到99.5%。

报告显示， 近年来我国乳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幅
提升，三聚氰胺等违禁添加物检测合格率连续7年保
持100%。 我国乳品质量安全风险处于受控范围内，
整体情况较好，为历史最好水平。

2015年，我国奶类总产量达到3870万吨，居世
界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和美国；人均奶类消费量36.1
公斤，比2008年增加5.9公斤。 但当前人均消费量仅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还有较大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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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8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对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开展专
项督查，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听取促进
外贸增长政策落实情况汇报， 推动进出口
回稳向好； 决定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推进扶贫攻坚；确
定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
钩联动机制，更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会议确定， 按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部署要求， 在全国开展一次对钢铁煤
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专项督查， 确保全
年目标任务严格按进度要求和时间节点顺
利完成。 会议强调， 督查要以产能实际退
出、清理违法违规项目、严控新增产能、职

工安置、奖补资金筹措使用等为重点，督促
地方加强环保、质量、安全、能耗、国土、矿
山等执法和达标检查，鼓励企业兼并重组、
转型升级，用法治化、市场化办法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建立公示制度，严防弄虚作假、
死灰复燃， 确保完成全年化解过剩产能硬
任务。

会议指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市场环
境，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国家促进外贸
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的系列政策，取得积极
成效，我国对外经济持续发展。 但当前外需
低迷，制约外贸增长因素较多。 下一步要加
大已有政策落实力度， 推动进出口企稳回
升。 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尽快复制推
广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措施，按照便利通

关要求，简化查验手续。 二要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对有订单、 有效益企业的信贷支持，帮
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
盖领域。 三要进一步清理港口、航运等经营
性收费，加快出口退税进度。 四要改革完善
与新业态、新模式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扩大
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培育发展新
动力。 五要发挥双向投资对外贸的促进作
用，持续推动在“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国际
产能合作空间等领域取得新突破。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推进教育公平，会
议决定，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普
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包括
非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的学杂

费，对民办学校符合条件的学生，按照当地
同类型公办学校标准给予补助。 确保政策
落到最贫困家庭的学子身上。

为保基本、促公平，使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会议确定，进
一步完善现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
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增强价格临时补贴对
物价变动的敏感度， 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单月同比涨幅达到3.5%或该指数中的食品
价格单月同比涨幅达到6%时， 即启动对困
难家庭的价格补贴。 各地要以省（区、市）或
地市级为单位实施联动机制， 允许结合实
际适当降低启动条件， 确保在相关价格指
数发布后20个工作日内将价格临时补贴发
放到困难群众手中。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免除普高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
完善社保标准与物价挂钩机制
开展对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专项督查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记者16日
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最高法近日下发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
干问题的通知》 提出， 涉及重大公共利
益、 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
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 被诉行政机关
负责人应当出庭。

通知明确指出， 出庭应诉的行政机
关负责人，既包括正职负责人，也包括副
职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
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 应当委托
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不得仅
委托律师出庭。

通知同时明确， 行政诉讼法第三条
第三款规定的“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

员”，包括该行政机关具有国家行政编制
身份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
的人员。 被诉行政行为是人民政府作出
的， 人民政府所属法制工作机构的工作
人员， 以及被诉行政行为具体承办机关
的工作人员， 也可以视为被诉人民政府
相应的工作人员。

在行政案件受理和审理方面， 通知
要求各级法院进一步强化行政诉讼中的
诉权保护，不得违法限缩受案范围、违法
增设起诉条件， 严禁以反复要求起诉人
补正起诉材料的方式变相拖延、 拒绝立
案。 对于不接收起诉状以及不一次性告
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要
依照相关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作出处理。

最高法：

重大行政案件庭审
被诉机关负责人应出庭

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

中国首次跻身
世界创新前25强

据新华社日内瓦8月15日电 2016年全球创新
指数15日在瑞士日内瓦发布， 该指数显示中国首次
跻身世界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前25强，瑞士、瑞典、
英国、美国和芬兰依次占据榜单前五位。

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是该指数发布的第九版，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
学院共同发布。 该指数的核心部分由全球经济体创
新能力和结果的排名组成，涵盖82项具体评估指标。
在今年的榜单中， 中国位列世界最具创新力经济体
第25位，较前一年上升4位。

深港通正式获批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中国证监会主席刘

士余与香港证监会主席唐家成16日在京签署联合公
告，原则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建立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这标志着深港通实施准备工作正式启动。

根据双方签署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联合公告》，深港通
开通后， 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将包括沪股通、沪港通下的港股通、深股通、深
港通下的港股通四个部分。

根据公告，深港通不再设总额度限制，沪港通总
额度即日起取消。 深港通每日额度与沪港通现行标
准一致，即深股通每日额度130亿元人民币，深港通
下的港股通每日额度105亿元人民币。 双方可根据
运营情况对投资额度进行调整。

对于联合公告未提及的其他有关事项， 深港通
均参照2014年4月10日沪港通联合公告相关规定。
深港通正式实施尚需4个月左右准备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