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河北香河8月22日电 中国足球协会第十
一届会员大会22日在此间召开，经过选举，陈戌源当选
中国足协主席，杜兆才、高洪波、孙雯当选副主席。

陈戌源曾担任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在其任职期间，上海上港队于
2018年夺得中超联赛冠军。今年5月，中国足协召开
执委会扩大会，宣布成立中国足协换届筹备组，陈戌
源担任筹备组组长。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兆才在当选中国足协副
主席的同时，还将继续担任中国足协党委书记，负责
足协党建工作和足球行风建设；同时，将负责与国际
足联、亚足联的沟通联络及2023年亚洲杯筹办工作。

高洪波在球员生涯期间司职前锋， 曾入选国家
队； 教练员生涯中曾执教国足和多家俱乐部， 并于

2007年带领长春亚泰夺得中超联赛冠军。2015年12
月，在中国足协第十届会员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高洪
波被提名增补为中国足协执委。

球员生涯期间， 孙雯领衔的中国女足获得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和1999年女足世界杯亚军，
在该届世界杯上还以7球荣膺最佳射手。2000年，孙
雯被国际足联评为20世纪的世纪足球小姐； 教练员
生涯中曾执教上海女足。在成为副主席之前，她在中
国足协第十届会员大会上当选为执委，还是中国足协
女足青训部部长兼女足青训总监。

据新华社河北香河8月22日电 22日， 新当选的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和秘书长刘奕与媒体进行了交
流。谈及申办世界杯时，陈戌源表示，他和广大球迷心
态一样，也希望能够看到一届世界杯在中国举办。

在回答新华社记者关于是否申办世界杯的问题
时，陈戌源说：“申办世界杯我相信是广大人民群众的
热切期盼， 中国足协也会认真推进世界杯的申办工
作。我和广大球迷心态一样，也希望能够看到一届世
界杯在中国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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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会见出席中日韩外长会
的韩外长和日外相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22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日韩外长会的韩国外长
康京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李克强祝贺中日韩外长会成功举行。他表示，今年是中
日韩合作启动20周年。三国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经济互补
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在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继续
上升、全球经济贸易下行压力增大背景下，中日韩加强合作
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 也将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发挥“稳定
器”和“推进器”作用。中方高度重视中日韩合作，愿同韩方、
日方一道，推动三国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李克强指出，中日韩合作取得很大发展，重要性和必要
性还将进一步凸显。三国应当维护以规则为基础、以世贸组
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争取早日达成全面、高水平的中
日韩自贸协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推动科
技创新，共享发展机遇和创新成果。共同促进发展繁荣，推进
东亚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
题、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持久和平作出积极贡献。密切人
员往来，增进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夯实三国合作的民意基础。

“希望看到世界杯在中国举办”
陈戌源当选中国足协主席

当选
新华社发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27 8 2 3
排列 5 19227 8 2 3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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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

如美方实施新的加征关税措施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2
日表示，如美方实施新的加征关税措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
相应反制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

此前，美方正式宣布将对约30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
加征10%关税。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说，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贸易战没有赢家，我
们不想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

高峰说，尽管美方将推迟对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美方任
何新的关税措施都将单方面导致贸易摩擦升级， 严重违背
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如果美方
一意孤行，中方将不得不采取相应反制行动。

高峰指出，新的加征关税措施，损害中方利益，也损害美
方自身的利益，还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衰退性影响。高峰说，
美方的举措会给中国出口和经济带来一定挑战， 但总体上
看，影响完全可控。中方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应对各种挑
战，保持中国经济和外贸健康稳定发展。

发力“放管服”：

为企业添活力 让百姓办事易
� �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解决企业和群众
难点痛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放管服”工作，多次就深化“放
管服”改革作出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

“不断优化办事创业和营商环境”
“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办事难、 办事慢、多
头跑、 来回跑等问题” ……各地以此发
力，一场持续深化的“放管服”改革强力
推进，得到企业、群众一齐“点赞”。

直面沉疴解决办事难
“我们提交材料后，半个月就办完了变

更采矿方式的审批手续。”近日，在内蒙古自
治区自然资源政务大厅， 正在办理采矿权
变更登记审批的王永亮告诉记者。据了解，
以往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需要2个多月，现
在变“串联”为“并联”审批，效率明显提高。

“我们把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与解决群众办事困难紧密结
合，找准业务办理中的堵点和痛点。”内蒙古
自然资源政务大厅党支部书记杨双说。

“针对政务服务存在的问题，我们近期
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压减审批时间，比如

把矿业权审批时限从过去22个工作日压减
到13个工作日，企业反响很好。”内蒙古自
然资源厅矿业权管理处处长王博峰说。

深化“放管服”改革，解决群众办事难
题， 优化营商环境———成为当前全国多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抓手。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拟定《推进“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43项措施》和《行
政审批“一站式”服务27项保障措施》，进
一步把“放管服”改革推向深入。

多般“武艺”深化“放管服”
“不见面审批”“一窗服务”“单一窗口”

“减证便民”……针对群众办事难、跑腿多、
耗时长、“奇葩证明”等问题，各地各部门近
年来动真格、出实招，着力推动改革。

江苏省推行以“网上办、集中批、联
合审、区域评、代办制、不见面”为主要内
容的“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全省13
个设区市、96个县（市、区）全部出台“不
见面审批”改革方案和清单，覆盖面不断
扩大，便利度显著提高。

“我们这里开办企业实现了全程网

上办理。”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工作
人员张文健说，依托“银政合作”，银行网
点导办人员可帮助经办人完成企业名称
自主申报、设立登记等。登记机关根据申
请人上传的电子数据，审查电子签名、文
件内容，进行网上受理、核准。

浙江省德清县发改局推出“一窗服
务”，实现了一窗咨询、收文和出件，并组
建了一支专业、专职、高效的政府无偿代
办队伍： 政府代办员向企业无偿提供事
前谋划服务，提出落地方案，协调具体事
宜；业务办理时，无偿提供代跑代办、咨
询指导、沟通协调等服务，帮助和指导企
业通过在线平台进行项目申报； 事后配
套服务是在项目竣工验收阶段， 无偿协
助开展联合测绘、联合踏勘、联合验收，
让企业省时、省心、省钱……

针对部分群众反映强烈的“奇葩证
明”， 司法部着力组织好证明事项清理工
作，明确清理原则，成立领导小组，建立联
络机制，制发部署工作文件等，专门在中
国法律服务网开通“群众批评———证明事
项清理投诉监督平台”，处理群众投诉。

激发活力增强获得感
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我国营商

环境日益优化，百姓的获得感也越来越强。
——审批简了，跑腿少了。德清县一家

化妆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公司申
请年产医用护理系列产品等，如今在1个窗
口办理即可，而“放管服”改革以前需要跑7
个窗口，申报材料也比以往减少了70多份。

———收费降了，监管严了。德清县通
过实施能源技术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水
土保持技术评估、 压覆矿和地质灾害等
区域评价，变“企业单个项目付费”为“政
府统一打包买单”，企业在环评、能评、水
保上的3项支出大大降低。

———效率高了，办理快了。中国外运
内蒙古公司经理杜江表示，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有效保证了货物通关时效，“过去，我
们申报活畜通关时， 经常一次申报10多
票，涉及商检、征税等部门，现在通过‘单一
窗口’，电子申报、电子支付税款、自动放
行、提货等6个流程从过去最快2天，缩短到
半天时间。”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 � � � 新华社万象8月22日电 首批在老挝北部遭遇车
祸受伤的4名中国游客22日下午从老挝首都万象瓦岱
国际机场乘机回国。

当地时间22日下午3时40分，包括2名重伤员在内
的3名受伤中国游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列车”医
疗队医护人员护送下， 乘坐我军直-8G新型加改装救
护直升机回国。稍后，解放军医疗队医护人员又护送
另一名伤情严重的中国游客乘坐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MU2574航班返回昆明。

老挝车祸

首批受伤中国游客回国

� � � � 8月22日，在老挝万象，受伤中国游客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和平列车”医疗队医护人员护送下登机回国。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