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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近日， 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并发出通
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若干意见》指出，仲裁是我国法律
规定的纠纷解决制度， 也是国际通行的
纠纷解决方式。 充分发挥仲裁在尊重当
事人意思自治和便捷、 高效解决纠纷等
方面的作用，对完善多元化解纠纷机制，
公正及时解决矛盾，妥善化解纠纷，维护
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开放，保障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善仲裁制度、
提高仲裁公信力，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仲裁发展道路。

《若干意见》明确，要从规范仲裁
机构设立和换届有关工作、 保障仲裁
机构依法独立工作、 落实当事人意思
自治原则、 纠正扰乱仲裁发展秩序的
行为等方面严格贯彻落实仲裁法律制
度。要明确仲裁委员会的公益性、非营
利性质，加强委员会建设，改革完善内

部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 改进仲裁员
选聘和管理，推进仲裁秘书职业化和专
业化建设。要加快推进仲裁制度改革创
新，支持仲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积极
发展互联网仲裁，推进行业协作和仲裁
区域化发展。要服务国家全面开放和发
展战略， 提升仲裁委员会的国际竞争
力，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深化与港澳台
仲裁机构合作。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大
政府对仲裁工作的支持与监督力度，健
全行业自律， 完善司法支持监督机制，
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

结合各自实际， 研究提出具体落实措
施，认真谋划、周密安排、分工负责、加
快推进，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仲裁事业新局面。各地区各部门对
贯彻落实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研究提
出解决方案，对制约和阻碍本意见实施
的有关制度抓紧组织清理，不符合本意
见的要及时修改、废止。对违反仲裁法
等有关规定的行为，按照谁组建、谁负
责、谁监督的原则，由组建仲裁委员会
的市政府进行全面清理整顿。贯彻落实
情况和工作中遇到的重要事项要及时
报司法部。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

中外攀岩高手
“飞檐走壁”
中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

宁远站落幕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记者 王亮 严

万达 通讯员 骆力军）4月14日，2019中
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首站宁远站落幕，
近6000名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永州宁
远，乐享户外健身。

本站大会为期两天，10公里跑（专业
组）联赛、5公里健康跑、自行车联赛以及
36公里的徒步毅行等4个竞技项目在13
日举行，音乐晚会、自驾游、露营等体验
项目和特色传播项目“竞速三分石”在14
日进行。

“竞速三分石”是本次大会最受瞩
目的项目。三分石位于宁远九嶷山风景
区，是全世界自然单体垂直度最大的花
岗岩巨峰， 垂直祼露的岩体部分高达
360米。三分石岩体十分光滑，宁远近期
又一直阴雨不断，岩壁更加湿滑，挑战
难度极大。

本次“竞速三分石”上演中外对决，
由中国选手陈晖、黄周文配对，和波兰女
选手Ola� Przybysz、西班牙选手Jordi展
开竞速。4位高手凭借高超的技艺， 不断
向上，中途不时有选手停顿下来，但很快
又恢复攀爬。最终经过近2个小时的艰苦
攀登，4名选手全部“征服”了三分石，中
国组合用时1小时55分， 外国组合用时1
小时58分。

本次宁远站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登
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湖南省
体育局主办， 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服务
中心、永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宁远
县人民政府承办。

国办印发《意见》
推进养老服务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按照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养老服务工
作的部署，为打通“堵点”，消除“痛点”，破除发展障碍，确保
到2022年在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有效满
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老年人及其子女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高，《意见》提出了六个方面共
28条具体政策措施。

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 主要包括继续深化公办养老机
构改革，支持养老机构规模化、连锁化发展等7项措施。

二是拓展养老服务投融资渠道。 主要包括推动解决养
老服务机构融资问题， 全面落实外资举办养老服务机构国
民待遇等3项措施。

三是扩大养老服务就业创业。 主要包括建立完善养老
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教育培训制度， 大力推进养老
服务业吸纳就业，建立养老服务褒扬机制等3项措施。

四是扩大养老服务消费。 主要包括建立健全长期照护
服务体系，促进老年人消费增长等4项措施。

五是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提升医养结合
服务能力，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等6项措施。

六是促进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主要包括实施民办
养老机构消防安全达标工程， 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
工程等5项措施。

� � � �谢祥军，1914年生于湖北大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早年
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1930年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红四方面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
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反“围攻”和长征。

谢祥军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一次战斗中，他腿负重伤，
由于缺乏医药，伤口感染溃烂，生命受到威胁。为了保全他
的生命，军长罗炳辉决定让医生锯掉那条伤腿。谢祥军知道
后，对罗炳辉说：“我是一个战士，没有腿就不能上战场。我
宁可不要生命，也不能不上战场。锯腿，我不干。”经医生千
方百计治疗，终于保住了那条伤腿，他得以重返战场。

全国抗战爆发后， 谢祥军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
年秋到皖南，历任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科长、江北指挥部教
导大队副大队长、 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 抗大第5分校教育
长、华中抗大总分校教育长、新四军军部特务团团长、抗大第
5分校校长等职，为新四军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

1946年10月24日晨， 谢祥军在前沿阵地察看敌情时，
不幸被敌人流弹击中腹部，在送往后方医院途中牺牲，年仅
32岁。 （据新华社武汉4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 闫起磊

坚决去产能，主动调结构，加快转
方式，“加减乘除”联动发力，高新企业
“翻倍增长”，工业设计“风生水起”……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河北
大力实施“万企转型”，助力经济发展不
断迈向高质量。

坚决去
化解过剩产能腾“空间”
走进大型钢铁企业敬业集团旗下

的增材制造科技公司，看不到传统钢厂
里常见的生产场面，偌大车间里，仅有
几名员工操控着智能化设备，生产微细
金属粉末。

“两公斤粉末的价值可抵得上一吨
钢。” 敬业集团副总经理张觉灵告诉记
者，他们已掌握国际先进的微细金属粉
末成套制备技术，建立了增材制造原材
料生产、激光再制造、3D打印产品等多
条智能制造生产线。

近几年，该集团已累计压减钢铁产
能304万吨，且还需继续压减。集团管理
层认识到，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河北坚定不移大力推进去产能，为
高质量发展腾空间。2014年以来， 全省
钢、铁、水泥、玻璃产能累计分别压减
8222万吨、7529万吨、7370万吨、7983
万重量箱。

一手做“减法”，一手做“加法”。河
北对全省1.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

行业分类， 分别提出转型方向和重点，
组织开展“万企转型”行动。

“万企转型”实施以来，钢铁等河北
传统“当家”产业加快提质升级。如河北
最大钢铁企业河钢集团，大力发展钢材
深加工，目前已成为国内第一大家电板
生产商、第二大汽车板生产商。

主动调
培育新兴业态添“动力”
河北制造业基础雄厚，全省工业门

类齐全，工业总量连续13年位居全国第
六位。但不少企业长期以来过度追求规
模扩张，创新、品牌、服务能力弱，在经
济进入新常态和环境约束的叠加压力
下，产品层次偏低、附加值不高的问题
愈加突出。

2017年以来，河北省委、省政府创
新举措，以大力发展工业设计为重要突
破口，助推制造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引导工业由基础原材料、中间产品
向整机、终端产品延伸。长城汽车、清河
羊绒、白沟箱包等一批特色产品率先植
入工业设计，显著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和
竞争力。

新品种，新业态。瞄准未来市场需
求，河北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智能制
造等10个领域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在雄安新区，重点布局发展新一代
信息技术、 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
新材料等高端高新产业。 在张家口，借
势冬奥发展冰雪装备产业，规划建设冰
雪产业园，2018年已有20家企业签约、
15家入驻。

此外，积极发展现代物流、旅游文
化、健康养老等现代服务业。2018年，服

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5.5%，全
省三次产业结构出现可喜变化，首次由
“二三一”转变为“三二一”。

加快转
聚力创新驱动强“支撑”
不久前，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用于

治疗高血压的“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
片”已成功向美国FDA提交新药上市申
请，标志着石药集团在中国药企国际化
发展进程中率先迈出一步。

石药集团负责人介绍，通过科技创
新，加速国际拓展，集团实现了战略转
型。新药及制剂业务占整体主营业务比
例由2011年的20%增长到2018年的接
近80%，实现了由规模驱动向创新驱动
转型。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
未来。在推进“万企转型”过程中，河北
把创新驱动发展摆在更加重要位置，着
力构建创新能力新体系。

一方面，大力培育创新主体。实施
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双倍
增工程，以企业结构优化推动产业结构
调整。全省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由两年
前的2000余家猛增到今年初的5000余
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两年间增加2.6万
余家，增速居全国前列。

另一方面，加快融入协同创新共同
体。2018年与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204亿元，同比增长25%。雄安新区作为
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将加快布局一批
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创
新平台， 聚集国内外创新要素资源，打
造全球创新高地。

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周军堂说，下
一步，河北将深入实施“万企转型”，通
过创新引领一批、改造提升一批、融合
发展一批、质量升级一批、淘汰退出一
批，引导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实
施转型升级。

（据新华社石家庄4月16日电）

河北：“万企转型”助推发展迈向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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