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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6月13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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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
理张高丽主持会议。

李克强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关
键，多次作出部署。本届政府紧紧围绕处理
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
要求，始终抓住“放管服”改革这一牛鼻子，
坚韧不拔地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李克强指出，“放管服” 改革是一个
系统的整体， 既要进一步做好简政放权

的“减法”，打造权力瘦身的“紧身衣”，又
要善于做加强监管的“加法”和优化服务
的“乘法”，啃政府职能转变的“硬骨头”，
真正做到审批更简、 监管更强、 服务更
优，这是一个艰巨复杂过程。

李克强说，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保持
稳中向好态势，但困难和挑战不可小视，
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
各项部署。做好今年的“放管服”改革，重
点是做到五个“为”。一要为促进就业创
业降门槛，以进一步减证和推进“证照分
离”为重点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推行
清单管理制度， 把不该有的权力坚决拦
在清单之外。 二要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
担，全面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切实减少

涉企收费， 不折不扣落实今年已出台的
使企业减负1万亿元的措施。三要为激发
有效投资拓空间， 破除制约投资特别是
民间投资的各种羁绊， 下决心彻底打破
各种互为前置的审批怪圈， 着力推动压
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除涉及安全、环保
事项外，凡是技术工艺成熟、通过市场机
制和事中事后监管能保证质量安全的产
品，一律取消生产许可。落实95%以上外
商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的开放、 便利
措施，吸引更多外资。四要为公平营商创
条件，放管结合并重推进，明规矩于前，
明确市场主体行为边界特别是不能触碰
的红线； 寓严管于中， 充实一线监管力
量；施重惩于后，把严重违法违规的市场
主体坚决清除出市场， 严厉惩处侵害群

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无论是综
合部门还是专业部门都要落实监管责
任。五要为群众办事生活增便利，大刀阔
斧砍掉各种“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
证明， 大力提升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水、电、气、暖等公用事业单位及银行等
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打破“信息
孤岛”，提高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

李克强强调，“放管服” 改革已进入
攻坚期和深水区。 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
责任担当和行动自觉，增强改革韧劲，主
动倾听市场主体和群众呼声，敢为人先，
勇于实践，积极探索，筑牢法治保障的基
石，不断把“放管服”改革推向纵深，促进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 � � � 崇山峻岭竖立巍巍铁塔， 悬崖深
涧架起悬索大桥， 茫茫戈壁建成光伏
电站、 千年冻土修筑高原天路……一
项项刷新世界纪录的大国工程， 不仅
代表着经济实力，更传递着民生温度。

补齐“民生短板”、 提高“民生质
量”、满足“民生期待”，党的十八大以
来， 重大工程的惠民脚步越来越快,惠
民之路越来越宽。

“上天入地”补齐“民生短板”

就在2017年春节前， 青海果洛藏
族自治州的玛多、班玛、久治三县居民
惊喜地发现， 街市的灯火开始彻夜不
息。去年12月底，国家电网果洛联网工
程最后一个变电站带电成功， 这三个
县彻底告别了“电力孤岛”历史。

传递到高原的光明和温暖， 背后
付出巨大艰辛。 果洛联网工程沿线高
寒缺氧、生态脆弱，平均海拔4000米以
上，施工极具挑战。建设者3次横跨黄
河天险，翻越高山18座，最难处愣是脚
爬手挖，打造出一条暖心电力长廊。

中国最后没有通公路的两个

乡———西藏墨脱加拉萨乡和甘登乡，
今年也将迎来一件大事。 受气候条件
复杂、地质灾害频发影响，当地交通设
施极度落后，运输只能靠人背畜驮。而
今年年底， 这两个乡到县城的公路将
修通。

一盏灯、一段路、一杯水、一间房……
凡是老百姓关心的就是民生。想群众所想、
急群众所急，就要上天入地、争分夺秒，补
齐民生短板。

为改善北方用水严重短缺状况，
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工程经过五十
年规划论证和十余年艰辛建设 。从
2013年通水至今，累计输水已超过100
亿立方米，相当于向北搬运了700个西
湖，受益人口超过1亿。

为解决困难群众“住有所居”问
题，我国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过去8
年使8000多万群众告别低矮破旧的棚
屋，成为人类建设史上的伟大奇迹。

“钻山过海”提高“民生质量”

打通了衣食住行的“最后一公
里”，百姓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大国

工程和民生保障也被赋予更多期待和
更广内涵。

面对采暖季不时来袭的雾霾，北京市
加快实施煤改电工程，去年最繁忙的时候
达到2000个作业面， 电力导线约2.1万公
里， 总长度可绕地球半圈……施工量之
大，前所未有。截至2016年末，已累计完成
58.25万户居民改造， 核心区已基本实现

“无煤化”。
不光能源更洁净、生活更方便，人

们还需要通信更便捷、出行更快速。
在远离内陆1000公里外的南海，

中国电信埋下海底光缆， 开通了南沙
诸岛礁多个4G基站， 使周边作业的渔
民、驻岛人员和官兵在海上看视频、打
电话也能同陆地上一样流畅。 截至目
前， 几大运营商4G信号基本实现了广
覆盖。

今年7月， 宝兰铁路将开通运营，
这意味着坐火车从宝鸡至兰州将从6
小时缩减至2小时左右，贯穿东西的徐
兰铁路将实现全线贯通。总长401公里
的宝兰铁路，隧道长达273公里，软岩
地质发生变形、塌方的风险极高，但施
工人员最终以高超的技术和智慧确保

了工程安全。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张

大为表示，2016年末，我国高速铁路营
业里程超过2.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
到2020年，高铁将达到3万公里，覆盖
80%以上的大城市。

“开放创新”托起“民生梦想”

今年5月22日，深圳盐田港，新开
通的中欧班列隆隆驶出。

它将一路北上， 行程近1万公里，
抵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中国珠三角
地区的轻工产品，越南、老挝等国家的
大米、水果等，将以比海运更短的时间、
比空运更便宜的价格，行销欧洲。

2020年，中欧班列将每年开行5000
列左右，“一带一路”沿线的丰富产品，将
越来越多地进入寻常百姓家。

日益开放的大国，激发更多民生期
盼；重大工程的“施工图”，正绘成更美
民生图景。

这是一张张更加绿色、宜居的民生
图景———

全国443个城市提出地下综合管
廊建设专项规划， 涉及建设里程约
13000公里；370个城市提出海绵城市
建设专项规划，涉及建设面积约10200
平方公里……城市将变得越来越有“面
子”更有“里子”。

这是一张张更加便捷、现代化的民
生图景———

5G加速研发、 信息高速公路加快
搭建，将提升人们的生活体验；新能源
汽车加快推广， 充电设施数量不断增
加，出行方式的选择越来越多；智慧城
市试点数量近600个， 利用大数据、云
平台等技术实现信息共享……

这是一张张加快补短板、增强获得
感的民生图景———

2017年， 重大水利工程在建投资
规模将超过9000亿元。“十三五” 末将
完成中小河流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等建设任务；“京津冀环境综合治
理重大工程”正在酝酿，将为打好蓝天
保卫战提供支撑和示范……

民生温度支撑发展高度。展望未来，
重大工程将越来越成为全面小康征程中
的新“助力”，不断描绘民生新画卷。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李克强在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坚持不懈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大国工程的“民生温度”
———感受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大工程的惠民脚步

� � � � 6月10日9时许，随着一声火车汽笛声响，由北疆阿勒泰开往南疆阿克苏的K9772/3次列车驶离阿勒泰火车站，从此这座
地处新疆最北端的边陲小城告别不通火车的历史，正式融入铁路路网。 新华社发

� � � �据新华社上海6月13日电 6月13日， 光大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签署30架C919
大型客机购买框架协议。 至此， C919大型客机国内外用
户达到24家， 订单总数达到600架。

据悉， 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光大银行控
股子公司， 持股比例90%， 于2010年5月开业， 注册资本
37亿元人民币。

C919获新客户
国内外用户达到24家，订单总数达600架

�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12日电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和
相邻马里兰州的检察长12日联名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
起诉讼， 控告他作为总统违反美国宪法中的薪酬条款，寻
求通过法院立案审理迫使特朗普公开纳税申报表。白宫当
即指责这一诉讼具有党派政治动机。

这是美国首次由政府实体发起针对特朗普的诉讼。华
盛顿特区检察长卡尔·拉辛和马里兰州检察长布赖恩·弗
洛斯在呈交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的起诉书中说，特朗普
今年1月就职以来， 打破避免所任公职与私人利益冲突的
多个承诺， 收受外国政府费用和利益数以百万美元计，不
仅“史无前例地违宪”，也破坏了美国政治制度完整性。

由于两名检察长都是民主党人，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就
此在12日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不难得出这样的结
论：党派政治可能是（诉讼）动机之一。”斯派塞说，预期特朗
普政府将寻求阻止联邦法院立案受理。

特朗普被起诉违宪
白宫指责有政治动机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徐
行） 11日至12日， 2017年中日群众
体育交流活动网球友谊赛在湖南省
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举行， 来自湖南
省和日本德岛县的28名运动员、 教

练员、 领队参加比赛。
本次比赛设团体赛和单项赛，

团体赛采用七场四胜制， 分为女子
单打、 男子单打、 女子双打、 男子
双打、 混合双打； 单项赛分为男子

双打和女子双打。
本次交流活动由中华全国体育

总会和日本体育协会主办， 国家体
育总局对外体育交流中心和湖南省
体育总会承办。

中日网球友谊赛在长沙结束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本轮比赛前， 国足7轮比赛积5分，
落后第三名乌兹别克斯坦队7分，在还
剩3轮的情况下，晋级希望渺茫。不过
在本轮稍早进行的比赛中， 乌兹别克
斯坦队客场0比2不敌伊朗队， 积分未
有增长，国足迎来追分良机。

叙利亚队不是一个容易的对手，首
轮国足在主场以0比1落败。

从技战术来看， 防守是叙利亚队
的最强“武器”。前7轮，叙利亚队仅丢
三球。相对应，国足目前最大短板恰是
锋无力。里皮执教的3场12强赛，国足

仅收获1球。
登上球场， 国足交出了一份令人

惊喜又充满遗憾的答卷： 面对防守强
悍的叙利亚队， 国足打出了期待中的
进攻，防守却没能跟上。

比赛第12分钟， 叙利亚队马瓦斯
禁区倒地， 主裁判罚点球， 马瓦斯一
蹴而就。 破釜沉舟的国足展开反击，
攻势如潮、 效果显著。 第68分钟， 张
琳芃禁区内倒地， 国足收获点球， 郜
林成功破门。 7分钟后， 吴曦接传球
劲射得分， 助国足反超。 但在距比赛
结束仅剩半分钟时， 叙利亚队萨利赫
通过任意球打破曾诚十指关， 将比分

扳平。
从落后，到扳平、反超，再到被扳

平。国足拼尽了全力，距梦寐以求的胜
利只差分毫。

本场比赛结束后，国足1胜3平5负
积6分，继续位列小组第五，落后乌兹
别克斯坦队6分。 接下来的两轮比赛，
如国足全胜， 在理论上依然有一丝晋
级希望。

接下来，8月31日国足主场迎战乌
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 将最终决定国
足的命运。

本轮取胜的伊朗队积分达到20
分，已提前两轮出线。

� � � �6月13日，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8轮展开，在小组第三乌兹别克斯坦队输
球的情况下，国足客场2比2遗憾战平叙利亚队———

国足错失追分良机

� � � � 6月12日，在2016至2017赛季NBA总
决赛第五场比赛中， 勇士队主场以129比
120战胜骑士队， 以总比分4比1获得总冠
军。勇士队球员杜兰特（中）获得总决赛最
有价值球员。 新华社发

勇士登顶
杜兰特称王

� � � � 据新华社香港6月13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13日宣布， 香港
已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新成员。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将率领香港代表团首次以成员身份， 出席亚投行定于
本月16日至18日在韩国济州举行的第二届理事会年会。

特区政府新闻处发布消息说，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早前
通过香港认缴亚投行7651股股本，其中包括1530股实缴股
本（相当于12亿港元，分5年缴付）和6121股待缴股本。在完
成其后的法律程序后，香港获接纳成为亚投行的新成员。

陈茂波表示，香港早日完成加入亚投行的程序，显示
香港已做好准备支持亚投行的运作。

香港成为亚投行新成员

� � � � 翼展45米、表面布满太阳能电池板，外形“科幻”；未来一
次飞行可达数月甚至数年，具备“准卫星”特征；可充当“空中移
动WIFI”基站、高空实时监视定位，应用前景广阔……近日，我
国具备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彩虹太阳能无人机成功完
成2万米以上高空飞行试验，这使我国成为继美、英之后，第三
个掌握临近空间太阳能无人机技术的国家。

图为5月24日拍摄的彩虹太阳能无人机试飞现场。
新华社发

“彩虹”攀上2万米天空

“蛟龙”完成“收官之潜”

� � � � 6月13日14时39分，“蛟龙”号在海底作业3小时16分钟
后，载着张东声、潜航员傅文韬和陈云赛，从水下6684米的
雅浦海沟海底浮出水面。31分钟后，回到“向阳红09”科学
考察船甲板，完成了中国大洋38航次的最后一潜。

图为“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离开海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