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5月15日， 在加沙城东部， 以色列士兵逮捕三名巴勒斯坦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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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5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 部署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企
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
次”；确定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
的措施。

会议指出，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各地区各部门深化“放管服”
改革，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便民利
企，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围绕优化营
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
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一要整合构建国

家、 省、 市三级互联的网上政务服务平
台，除法律规定或涉密等外，政务服务均
应纳入平台办理。坚持联网通办是原则、
孤网是例外，政务服务上网是原则、不上
网是例外， 原则上不再批准单个部门建
设孤立信息系统。 二要实行办事要件标
准化。公布必须到现场办理事项的“最多
跑一次”目录，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
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原则上不再
保留各地政府部门自设的服务大厅。三
要简化办事环节， 能共享的材料不得要
求重复提交，并完善相关制度。加快电子

证照推广互认。 四要建立统一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 对未按要求改造对接政务信
息系统的，不审批新项目、不拨付运维经
费。五要强化数据共享安全保障，依法加
强隐私等信息保护。到2019年底，使网上
可办的省级、 市县级政务服务事项分别
不低于90%、70%。

为进一步促进物流降本增效， 会议
确定，一是从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12
月31日， 对物流企业承租的大宗商品仓
储设施用地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同时， 从今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对挂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二是今年
底前，实现货车年审、年检和尾气排放检
验“三检合一”。简并货运车辆认证许可，
对未改变关键结构参数的车型实行备案
管理。 取消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从业资
格证和车辆营运证。 对货运车辆推行跨
省异地检验。 制定货车加装尾板国家标
准，完善管理。三是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 简化物流企业分支机构设立
手续。采取上述措施，加上增值税率调整
后相应下调铁路运价， 预计全年降低物
流成本120多亿元。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降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

天下微评 烫手山芋，以色列该如何接
� � � � 在一片反对声浪中， 美国总统特
朗普依旧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
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民众举行大规模
抗议示威，以色列派出军队强硬镇压。
据媒体报道，目前，冲突已造成至少61
名巴勒斯坦人丧生、3100多人受伤，这
是2014年加沙战争以来巴勒斯坦人单
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巴勒斯坦当
局称该流血事件为“恐怖的屠杀”。

耶路撒冷问题历来敏感， 宗教问
题、民族问题等复杂交织，被称为中东
问题的火药桶， 也是当今巴以冲突的
核心问题之一。

以前历任美国总统，都不敢触碰这
一红线，只是口头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
列首都，未付诸于行动。然而现在，特朗

普却执意点燃了火药桶，再次向世人展
示出他的任性功利。

特朗普认为， 此举虽会遭到巴勒
斯坦等阿拉伯国家的激烈反抗， 但在
美国硬实力面前， 阿拉伯世界也是胳
膊拧不过大腿，掀不起大风大浪。而他
可通过此举取悦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
团，兑现竞选承诺，为接下来的美国中
期选举和竞选连任总统造势拉票。所
以，他才忘乎所以、任性妄为，走出迁
馆这样的险棋。

特朗普强迁使馆的功利强权之举，
正在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中东乱局再
度雪上加霜。对以色列来讲，也犹如一
个烫手山芋，是赚了面子却丢了里子。

美国使馆 “乔迁 ”,导致这么多巴
勒斯坦人伤亡， 无疑再次在巴勒斯坦

和阿拉伯世界种下了无法抹去的仇恨
种子。而以色列地处中东、完全被阿拉
伯国家包围的地缘现实无法改变。如
果处在一群仇恨自己的国家包围当
中，国家安全岂能长久？

以色列说到底， 只是美国实现其
中东利益的一颗棋子， 说不定哪一天
也难逃被抛弃的命运。 美国当前的支
持与保护， 又岂能成为以色列长治久
安的“定心丸”？

当今， 靠武力战争解决问题的方式
已经过时，其后果只会加深仇恨与冲突。

而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紧张
升级，遵循“两国方案”，坚持联合国有关
决议， 通过和平对话谈判来解决分歧，
以色列才有可能实现与阿拉伯世界的
和解，自身安全也才可能有长久保障。

肖丽娟

� � � � 5月16日， 由中船重工武船集团自主研制设计和建造
的13000吨甲板运输船“ABM� NUBIRI”在江苏南通举行交
付仪式（无人机拍摄）。这是国内首艘纯国产的甲板运输船。
据设计单位中船重工武船集团海工院介绍， 该船总长约
130米、型宽26米、型深8米，设计航速10.2节，这是该院承
接的4艘13000吨甲板运输船系列船的首制船。

首艘纯国产
甲板运输船建成交付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16日下发通
知， 公布了自2018年5月16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284.74元。

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下发通知，要求
各级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在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
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284.74元，该
标准较上年度增加25.85元。

两高分别公布国家赔偿新标准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
每日赔偿284.7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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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飞：不为时代之落伍者
� � � �王一飞，1898年11月17日
出生。1910年， 考入绍兴山会
初级师范学堂。1919年， 受五
四运动影响，他前往上海探索
革命真理，开始了革命的历程。

1921年，王一飞被派往苏
联，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旅莫支部负责人。

因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
需要，1925年初夏， 王一飞根
据党的指示回到祖国，在中共
中央军委工作， 不久又被任命
为上海区委书记，负责上海和浙江两省的党务工作。

1927年1月，王一飞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紧张地投身于组
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并以中央军
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八七会议， 会后被派往鄂北指导秋收暴
动的准备工作。虽然这次暴动未能实现，但他在鄂北播下了革
命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后来鄂北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

10月中旬，党中央派王一飞和罗亦农前往长沙，负责改组
中共湖南省委，并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根据中央
指示，湖南省委决定举行长沙暴动，由王一飞任总指挥。曾与王
一飞在一起工作的刘英回忆：“在准备长沙暴动的日子里，一飞
同志亲自积极组织联系，到处奔忙，辛苦万分，但他精神饱满，
意气风发，并经常不断地鼓励我们。”

12月10日， 长沙暴动的枪声打响了。 但由于敌我力
量对比悬殊， 暴动未能成功。 长沙暴动失败后， 白色恐怖
再次笼罩长沙城。 反动当局疯狂地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
众。 1928年1月11日， 由于叛徒告密， 王一飞不幸被捕。

1月18日， 王一飞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工农暴
动万岁！” 的口号英勇就义。 （据新华社杭州5月16日电）

王一飞像

� � � � 新华社联合国5月14日电 联合国安
理会14日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两天来发
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
对无辜死难者家属和印尼政府致以最深切
的同情和慰问。

安理会声明强调必须将此类恐怖主义
行径的实施者、 组织者、 资助者和支持者
绳之以法， 同时敦促所有国家按照国际法
和安理会相关决议规定的义务， 与印尼政
府和其他有关方面积极合作。 安理会重
申， 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是对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 所有国家必须
尽全力遏制恐怖主义活动给国际和平与安
全带来的威胁。

13日和14日， 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
市发生多起恐怖爆炸事件， 行凶者均以家
庭为单位。 14日上午， 一家5口分乘两辆
摩托车在泗水市警察局入口处引爆炸弹，
4名家庭成员死亡， 并造成6名警察和4名
平民受伤。

13日上午， 一对夫妻和4个子女对泗
水市3座教堂实施了自杀式爆炸袭击， 造
成8名民众死亡， 40人受伤， 袭击者全家
殒命。 13日晚， 一名疑似恐怖分子在所住
的公寓内处理炸弹时发生爆炸， 将其妻子
和17岁女儿炸死。

13日教堂袭击事件发生后， 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谴
责这一恐怖袭击事件， 并对利用儿童参与
恐怖袭击表示震惊。

印尼泗水发生
多起恐怖爆炸事件

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

� � � �据新华社加沙5月15日电 在巴勒斯坦第
70个“灾难日”到来之际，巴勒斯坦民众15日在
多个城市举行抗议活动并与以色列军警发生
冲突，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士兵打死，约160
人受伤。

美国14日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
迁往耶路撒冷。当天，巴勒斯坦多个城市爆发抗
议示威，抗议者与以军发生冲突，造成至少61
名巴勒斯坦人丧生、3100多人受伤。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第
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
民。此后，巴勒斯坦将5月15日命名为“灾难日”。

巴勒斯坦“灾难日”

巴多地再现冲突

� � � � 湖南日报天津5月16日电（记者 左丹）今天上午，以“智
能时代:新进展、新趋势、新举措”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智能
大会在天津开幕。

大会盛况空前，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
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斯穆特，波士顿咨询全球主
席汉斯·保罗·博克纳， 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刘强东,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海尔集团董事局主
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等国内外著名企业家、专家学者发表
精彩演讲。

大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为期3天。
会议期间将举办论坛、 展览、 赛事和智能体验等一系列活
动。包括设立3场主论坛，分别以“远见：智能经济与可持续
发展”“前沿：智能科技与产业创新”“方略：智能社会与美好
生活”为主题，邀请国内外著名企业家、专家学者代表等发
表主旨演讲。同时，大会还将举行18场专题论坛。设立以“开
启智能新时代 创造美好新生活” 为主题的世界智能科技
展。举办四项赛事，即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中国智能无人
机大赛、 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和2018中国（天津） 工业
App创新应用大赛等。

智能体验，是大会的一大新亮点，包括智能参会服务、展
区智能互动、论坛智能语音服务、智能表演等。我省中南传媒
旗下的天闻数媒（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参展了此次盛会。

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
在天津开幕

� � � � 新华社平壤5月16日电 朝中社16
日凌晨报道说， 鉴于韩国与美国近日开
展针对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演等挑衅与
对抗行为，朝鲜不得不中止原定于16日
举行的北南高级别会谈， 而美国也应对
提上日程的朝美首脑会晤的命运三思。

报道说， 韩美从11日开始在韩国全境
开展了大规模联合空中作战演习。 此次演
习是对《板门店宣言》的“挑战”，是与朝鲜半
岛形势背道而驰的“军事挑衅”。

报道说， 在韩国采取盲目的侵朝
战争演习和对抗做法的险恶形势下，
朝鲜不得不中止原本预计于16日举行
的北南高级别会谈。 刚迈出第一步的
北南关系面临困难和障碍， 责任完全
在于韩国政府。 美国也应对提上日程

的朝美首脑会晤的命运三思。 朝鲜将
密切关注美韩今后的态度。

4月27日，朝韩领导人在板门店举
行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言》，就改善
双边关系、 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持久和
平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0日
宣布， 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
会晤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据新华社平壤5月16日电 朝鲜外
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16日发表谈话
说， 如果特朗普政府想强迫朝鲜单方
面弃核， 朝方或将重新考虑是否参加
朝美领导人会晤。

据朝中社当天发布的谈话内容，
金桂冠表示， 如果特朗普政府为改善
朝美关系， 带着真诚参加朝美领导人

会晤， 朝方会予以应有的回应； 但如
果只是想强迫朝鲜单方面弃核， 朝方
对这样的对话将不再感兴趣， 也不得
不重新考虑是否对即将到来的朝美领
导人会晤予以响应。

金桂冠认为，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博尔顿此前提出以“先弃
核、 后补偿” 为原则的“利比亚弃核
模式” 等主张， 不是有意通过对话解
决问题， 而是企图在朝鲜身上重演把
国家完全交给大国而崩溃的利比亚或
伊拉克的命运。

金桂冠表示， 朝鲜已经表明了朝
鲜半岛无核化意愿， 为此屡次阐明，
美国结束对朝敌视政策和核威胁恐吓
是半岛无核化的先决条件。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16日就朝鲜称因韩美军演
及美态度， 中止朝韩高级别会谈并重新
考虑朝美领导人会晤答问时说， 有关各
方应珍惜半岛来之不易的缓和局面， 互
相释放善意和诚意， 共同为领导人会晤
创造良好条件和氛围。

有关各方应
互释善意诚意

中国外交部：

� � � � 据新华社首尔5月16日电 针对朝
鲜中止原定于16日举行的南北高级别
会谈， 韩国政府当天对此表示遗憾，并
称朝鲜单方面推迟会谈违背了韩朝首
脑会晤签署的《板门店宣言》基本精神。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
韩国政府怀有忠实履行《板门店宣言》的坚
定意愿，敦促朝方早日对会谈作出回应。

声明还说，为了通过履行《板门店
宣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南北关系和半
岛永久和平，韩国政府将与有关部门紧
密协商，推进必要的措施。

韩国:

对朝延期举行南北
高级别会谈表示遗憾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5日电 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诺尔特15日说， 美国将继续
为美朝领导人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
作准备。

她表示， 美方未从朝韩双方听到取
消军演或取消美朝领导人会晤的消息，
美方将核实报道内容。

当天晚些时候，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也发表声明说， 美方将继续关注朝方表
态，并和盟友密切协调。

美国务院:

将继续推进
美朝领导人会晤

朝鲜宣布中止16日朝韩高级别会谈
或重新考虑是否参加朝美领导人会晤

� � � � 5月16日，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驻韩国大使馆附近，韩国民众手举反对韩美联合军演的标语参加集会。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