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工商总局全面推进
工商注册便利化改革

据新华社海口9月8日电（记者 吴茂辉 夏冠男）
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局长熊茂平在此间举行的
2017市场监管论坛上表示， 今年将从推进企业登记
全程电子化和电子营业执照、名称管理制度改革和企
业简易注销等方面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改革。

熊茂平介绍说，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工商登
记”的网上登记系统真正实现企业登记不见面，电子
营业执照无介质，各地要在10月底前开通涵盖所有
业务、适用所有企业类型的网上登记系统，同时建立
全国电子营业执照管理系统和以工商总局为统一信
任源点的电子营业执照认证服务体系。据介绍，目前
全国已有28个省份不同程度开展网上登记业务，其
中24个省份开通覆盖全区域的网上登记系统。

随着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入， 企业名称资源成
为稀缺资源，“取名难、效率低”日益成为困扰企业的
问题。 熊茂平说，各地要在10月1日前全面开放企业
名称库，同时建立企业名称的查询、比对系统，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通过名称比对、 查询系统实现名称的
自主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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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意见》，明
确了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总体要求、
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意见》提出，要全面落实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 以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增加绿色优质粮食产品供给、
有效解决市场化形势下农民卖粮问题、促
进农民持续增收和保障粮食质量安全为重
点，大力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推动粮食产业
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为构建更
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

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夯实产业基础。
《意见》明确，到2020年，初步建成适

应我国国情和粮情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
全国粮食优质品率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
粮食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左右，粮食加
工转化率达到88%， 主食品工业化率提高
到25%以上， 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的粮食
企业数量达到50个以上，大型粮食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粮食产业集群辐射带动能力持
续增强， 粮食科技创新能力和粮食质量安
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意见》明确了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重
点任务。一是培育壮大粮食产业主体，增强

粮食企业发展活力， 培育壮大粮食产业化
龙头企业，支持多元主体协同发展。二是创
新粮食产业发展方式，促进全产业链发展，
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发展粮食循环经济，积
极发展新业态，发挥品牌引领作用。三是加
快粮食产业转型升级， 增加绿色优质粮油
产品供给，大力促进主食产业化，加快发展
粮食精深加工与转化， 统筹利用粮食仓储
设施资源。 四是强化粮食科技创新和人才
支撑，加快推动粮食科技创新突破，加快科
技成果转化推广， 促进粮油机械制造自主
创新，健全人才保障机制。五是夯实粮食产
业发展基础，建设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完善

现代粮食物流体系， 健全粮食质量安全保
障体系。

《意见》强调，要加大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的财税扶持力度， 健全金融保险支持政策，
落实用地用电等优惠政策。 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要因地制宜制定推进本地区粮食产业经
济发展的实施意见、规划或方案，加大粮食
产业经济发展实绩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考核中的权重。 粮食部门负责协调推进粮食
产业发展有关工作， 推动产业园区建设，加
强粮食产业经济运行监测。 发展改革、财政
部门要强化对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和重大项
目的支持，发挥财政投入的引导作用。

国办印发《意见》

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 � �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空军和巴基斯坦空军于9月7日至27日在中国境内举行“雄鹰-Ⅵ”多兵（机）种联合训练。这是中巴两国空
军第6次举行联合训练。 图为参加训练的中国空军战机在进行飞行训练（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中巴空军举行联合训练

中宣部文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方案》

推进公共文化机构
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记者 周玮）中宣部、文化
部、中央编办、财政部等7部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深入
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部
署推动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美术馆
等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

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到2020年底，全国市（地）
级以上规模较大、 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公共图
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
构，基本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
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进一步健全，相关方权责更加
明晰，运转更加顺畅，活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公
共文化的获得感明显提升。

中国已同37个国家
签署产能合作协议

据新华社银川9月8日电 （记者 艾福
梅 王腾） 在此间举行的2017中国—阿拉
伯国家博览会上， 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副司
长刘霞介绍说，“一带一路” 建设引领下的
国际产能与投资合作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
响应，截至目前，中国已同37个国家签订了
产能合作协议。

据介绍，目前中国已同哈萨克斯坦、埃
及、埃塞俄比亚、巴西等37个国家签署了产
能合作协议，同东盟、非盟、欧盟、拉共体等
区域组织进行合作对接， 开展机制化产能
合作， 并积极推进与有关国家开展第三方
合作。

刘霞透露，到2016年底，中国国家开
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发放贷款超过1100亿美元；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
超过3200亿美元，对产能合作重大项目应
保尽保；9家中资银行在沿线26个国家设
立62家一级分支机构。 中方与沿线22个国
家签署了总额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的本
币互换协议， 推动产能合作与人民币国际
化相互促进。

墨西哥8.2级强震
已造成32人死亡

新华社墨西哥城9月8日电 墨西哥南部海域7
日晚发生8.2级地震。 墨西哥当地官员8日说，遇难人
数已上升至32人。地震造成许多房屋受损，部分地区
电力中断。中国驻墨西哥使馆证实，目前尚未收到有
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
说，此次地震是本世纪墨西哥发生的最大地震，预计
之后还会有较强余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