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
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近日发布，为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
迈进勾勒蓝图。

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
意见强调，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

发展。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
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
板块为基础，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

———以“一带一路”建设助推沿海、内
陆、沿边地区协同开放，以国际经济合作
走廊为主骨架加强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构建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国内东中西
和南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
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调整区域经济结
构和空间结构， 推动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
城市副中心建设。

———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

三大板块的区位优势，依托长江黄金水道，
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和沿江地
区高质量发展。

———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
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
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

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
意见提出， 要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制度，深入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全面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加快深化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引导科技资源按照市场需求
优化空间配置，促进创新要素充分流动。

在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方面，意
见明确，推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等
区域市场建设，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根据意见，建立健全用水权、排污权、
碳排放权、 用能权初始分配与交易制度，
培育发展各类产权交易平台；构建统一的
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促进资本跨区域
有序自由流动，完善区域性股权市场。

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
意见明确了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

的三个重点任务———
完善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鼓励

生态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下游与
流域上游通过资金补偿等方式建立横向补
偿关系。支持在具备重要饮用水功能及生态
服务价值、受益主体明确、上下游补偿意愿
强烈的跨省流域开展省际横向生态补偿。

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
补偿机制。鼓励粮食主销区通过在主产区
建设加工园区、建立优质商品粮基地和建
立产销区储备合作机制以及提供资金、人
才、 技术服务支持等方式开展产销协作。
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

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
偿机制。围绕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风
能、太阳能以及其他矿产等重要资源，加快
完善有利于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和可持续发
展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鼓励资源输入地通

过共建园区、产业合作、飞地经济等形式支
持输出地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加快建
立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长效机制。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
意见明确了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

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
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调剂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
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不断提高基本医疗
保险统筹层级；巩固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
制，增加中央财政对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规
模，加大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支持力度。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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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举行
“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

习近平致贺电
新华社马德里11月28日电 11月28日， 联合国举行

“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大会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根
源性问题，关系巴勒斯坦等中东各国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早日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人心所向，符合巴勒斯
坦等地区各国人民利益，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巴建交30周年。中国是巴勒
斯坦人民的好朋友、好伙伴，是巴以和平的坚定支持者。
中方坚定支持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中国愿继续同国际社会
一道，创新国际促和机制，推动巴以双方早日重启和谈，
为实现中东全面、公正、持久和平作出不懈努力。

习近平同普京分别向
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
斯总统普京29日分别向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保持高水平运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发展。近年来，两国能源合
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举办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是我和普京总统达
成的重要共识， 旨在为双方企业搭建直接对话交流的平台，
广泛寻找合作机遇，精准对接合作需求。希望与会嘉宾围绕

“进一步深化中俄能源贸易、投资及金融的全方位合作”的主
题，深入沟通、凝聚共识，巩固现有合作，挖掘新的合作机会，
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普京在贺信中表示，本次论坛议程丰富，内容充实，议
题涵盖双方在油气、煤炭、电力、投资、科研和环保等领域合
作，充分表明两国能源企业具有十分广泛的共同利益。

习近平同西班牙首相共同会见
中西企业顾问委员会双方代表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326 5 3 1
排列 5 18326 5 3 1 8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周倜）2019年男篮世界
杯预选赛第5窗口期的比赛今晚打响。 中国男篮坐镇主
场迎战叙利亚队， 最终以101比52取胜， 收获中国男篮
红、蓝队“合并”后的首胜。

本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红、蓝两队合并之后的首次亮相。
作为2019年男篮世界杯东道主，中国队自动晋级。因此，相
较于“战绩如何”，球队现阶段的“磨合效果”更为人关注。

实力占优的中国男篮首节便以31比4大比分领先，
新任队长易建联领衔的中国男篮多点开花， 郭艾伦、周
鹏、阿不都沙拉木等球员状态在线。最终，球队以101比
52取胜。12月2日，中国男篮将移师佛山，迎来世界杯预
选赛下一个对手黎巴嫩队。

世界杯预选赛101比52战胜叙利亚

中国男篮“首秀”告捷

周倜

素有“铿锵玫瑰”之称的中国女足，又迎来
一次美丽的绽放。

11月28日，亚足联公布年度各奖项获奖名
单，中国球员王霜当选亚洲足球小姐。继1999
年孙雯、2003年白洁与2006年马晓旭后， 王霜
再次让中国女足风采闪耀亚洲足坛。

王霜的当选实至名归。 年初征战亚洲杯，
她贡献4粒进球，居射手榜第二位，是中国女足
晋级2019女足世界杯的主要功臣；雅加达亚运
会上，她频频打入关键进球，带领球队收获银
牌；8月， 她加盟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女足，
迅速成为球队核心球员。

当选亚洲足球小姐，于王霜而言是荣誉与
激励；于中国女足而言，则应从中看到今后前
进的方向。

在公众视野中，对女足“关注度低”的问题
由来已久。即便过去几年连续闯入世界杯和奥
运会8强，中国女足仍然难以得到应有的关注。

其次，中国女足生存现状并不乐观。中国女
超联赛目前仅有8支球队，竞赛体系、比赛与训练
场地设施，与欧美强队相比，捉襟见肘；在足协支
持、商业化程度、联赛运营、职业化发展等方面都
不具备太多竞争力；女足人口仅为几千人，实在
难以支撑一个国家女足事业的未来。

亟待解决的问题确实不少，好在铿锵玫瑰
近几年的努力，已被更多人关注。中国足协也
明确表示， 未来将加大对女足俱乐部梯队建
设、 工资帽以及联赛发展等方面的工作力度，
完善各年龄段的竞赛体系和青训后备工作，加
强对教练员的培养。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期待
王霜的绽放，能为中国女足发展打开一个新的
窗口，放眼望去，能看到中国女足更好的未来。

一花独放不是春
场外任意球

谢卓芳

26日，来自深圳的研究人员贺建奎
宣布，一对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
“健康”诞生。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
合体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有违科学精神
和伦理道德的所谓科学研究与生物技
术应用。涉事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也作
出回应，网上流传的“医学伦理审查委
员会申请书”疑为伪造。

除了对该研究技术安全和伦理道
德的声讨，法律的缺席引人深思。

目前， 我国在生物技术领域尚无
专门性的法律、行政法规，对科学研究
活动的规制主要依靠伦理审查。 多数
的医疗科研项目， 只要通过医院的伦

理委员会批准， 就可以进行相关研究
实验。 据报道， 伦理委员会的审批过
程，缺乏相关部门的监管，全国的伦理
委员会也没有统一标准。

此外，伦理委员会的准入标准不明
确，基本只要属于本医院的医生，就有
资格担任其成员。如若委员会成员牵扯
到医疗机构和药企的利益，这种民间性
质的审查极有可能被绕开。有医生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部分医院建立伦理
委员会就是为了走一个流程。

2003年颁布的 《人胚胎干细胞研
究伦理指导原则》规定，对人体胚胎实
施基因编辑和修饰， 体外培养期限自
受精或者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
可以确定的是， 贺建奎的实验已属于

违规行为，但该《指导原则》并没有明
确规定相应的处罚方式和力度。

这显然是不够的， 问题的关键在
于，法律应该如何审视基因编辑技术。

这方面我国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
经验。 德国于1990年制定的 《胚胎保护
法》规定全面禁止对人类个体、胚胎实施
基因改良，违反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罚金；2002年日本通过 《规范基因技术
法》，对于生产人类基因个体的行为予以
禁止，违法者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单处
或并处1000万日元以下罚金。

伦理是手，技术是剑，技术必须牢
牢掌控在伦理的手中。 为了确保科学
研究最大程度符合人体利益， 法律有
必要给生物技术设置“禁区”。科学技
术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变革，进
行相应的立法已经势在必行。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基
因编辑婴儿”事件一经公布，引起学界
和社会广泛关注， 特别引发了法律和
伦理方面的争议。29日，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等三部门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表示：此次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已要
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
动，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国家卫健委高度关注近期有关
“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 的信息，
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赴当地和当地政
府共同认真调查核实。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媒体所报道的
情况， 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伦理
准则，相关部门和地方正在依法调查，
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此次媒体报道的基因编
辑婴儿事件， 公然违反国家相关法规
条例，公然突破学术界伦理底线，令人
震惊，不可接受，我们坚决反对。

徐南平介绍， 科技部已要求有关
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

“下一步，科技部将在全面客观调

查事件真相的基础上， 会同有关部门
依法依规予以查处。”徐南平说。

日前，中国遗传学会、中国细胞生
物学会、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
体以及一批科技工作者已相继发出严
正声明， 表明中国科技界的鲜明立场
和坚定态度， 反对挑战科学伦理的任
何言行。

据悉，中国科协将进一步加大面向
科技界的科研伦理道德的教育力度，以
“零容忍” 的态度处置严重违背科研道
德和伦理的不端行为，取消贺建奎第十
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参评资格。

国家卫健委、科技部、中国科协回应“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暂停相关人员科研活动

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法律应给生物技术设“禁区”
天下微评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
条例（试行）》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
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书收录了《条例》全文和中组部负责人就印发《条
例》答记者问等重要内容。

� � � � 据新华社马德里11月28日电 当地
时间11月28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德
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共同会见中西企
业顾问委员会双方代表。

习近平首先祝贺中西企业顾问委
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大会， 称

其为深化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 ，
是“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 的合作新
模式。 习近平指出， 中西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13年来， 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
硕。 双方共建“一带一路” 不乏成功范
例。 两国加强战略对接， 实现优势互补，

有助于促进亚欧互联互通， 推动世界经
济更加开放、 包容、 平衡发展。

习近平感谢两国企业家长期以来为中西
经贸合作发展作出的不懈努力， 相信在两国
企业家和工商界共同努力下， 新时期中西互
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必将谱写更加辉煌的新篇

章， 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桑切斯表示， 今天的中国经济、 文化

都充满着活力， 已经是世界经济、 贸易强
国， 是西班牙的重要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目
的地之一。 西班牙政府支持促进西中两国经
贸、 投资合作， 支持两国企业界加强联系。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质量迈进
———聚焦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四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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