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缅怀先烈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8月28日， 安徽省合肥
市六安路小学组织学生来到合肥青龙厂新四军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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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中美在各个
层次上保持了密切交往。 第七轮中美战
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
层磋商成果丰硕。 两国在一系列重要领
域的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中美两国拥有
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潜力。一
个稳定、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
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
维护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我们

愿同美方共同努力， 不断拓展双边、地
区、全球各领域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方式
管控敏感问题， 努力使中美关系更多更
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 中美关系既要稳定又要
发展，要坚持对话合作、不断向前发展的航
道。中美双方要以互信求稳定。中国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
赢的对外开放战略， 致力于同美方共同构
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双方要以合作促
发展。双方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继续

加强两军交流合作，力争在能源、基础设施
等领域取得更多进展，加强在亚太事务、气
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
对话与合作。 中美双方要通过沟通管控分
歧，要切实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努力
扩大共同面、缩小分歧面，维护两国关系稳
定发展的大局。

习近平指出，应奥巴马总统邀请，我
下个月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我愿意
同奥巴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共商加深两国人民友谊、促
进双方各领域合作的大计， 为两国和世

界人民带来更大利益。
赖斯表示， 美方愿同中方一道共同努

力，确保您对美国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成
为两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在中方隆重纪
念二战胜利70周年之际， 奥巴马总统和美
方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在那场战争中作出的
巨大贡献和美中两国结下的深厚友谊。奥
巴马总统和美国政府十分重视美中关系，
希望通过双方建设性努力， 使两国在更广
泛领域的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美方也愿同
中方一道，妥善处理好两国关系中的分歧，
使美中关系保持稳定发展。

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时强调

中美关系既要稳定又要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记者从正在召开的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获悉， 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 经过分组审议后再
次做出修改， 拟增加突发环境事件致大气污染应及时进行监
测并向社会公布监测信息的有关规定。

24日，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其间会议对草案三审稿进行了分组审议。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经过研究建
议增加一条，规定：发生造成大气污染的突发环境事件，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事业单位， 应当依照突发事件
应对法、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应当及时对突发环境事件产生的大气污染物进行监
测，并向社会公布监测信息。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提交的
修改意见的报告， 关于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决定草案建议
表决稿吸纳了这一建议，有望交付29日举行的闭幕会表决。

大气污染防治法拟再做一重要修改：

突发环境事件
应及时监测并公开信息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
军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证监会近期向公安部集中移
送了22起涉嫌犯罪案件。 今年以来， 证监会正式启动刑事移
送程序的案件总数已达48起。 张晓军介绍说， 这22起案件包
括涉嫌操纵市场、 内幕交易、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及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 非法经营等犯罪行为， 是涉及当前市场条件
下的突出违法典型案件。

证监会向公安部
移送22起涉嫌犯罪案件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最高检28日消息， 日前， 经最
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贿赂
犯罪对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廖玒，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副总裁陈智霞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工
作正在进行中。

涉嫌贿赂犯罪

人民网总裁廖玒等被立案侦查

联演闭幕

历时9天的中俄“海上联合—2015（Ⅱ）”军事演习28日圆满结
束，中俄双方在联合导演部举行闭幕式。图为中国海军115舰在闭幕
式后举行的联合海上阅兵中接受检阅。 新华社发

“恐龙”出没

8月27日，2015年加拿大多伦多国际街头艺人节开幕，来自世
界各地的170余位街头艺人相聚于此， 献上为期4天的精彩演出。
图为当日，荷兰街头艺人踩高跷装扮成恐龙表演。 新华社发

在甘肃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经航天育种的成熟南瓜，每
个均在200斤以上，最重可达350斤，是普通南瓜的10倍。新华社发

航天“硕果”

“没有技工，
飞机、火箭不能上天”

“你知道吗，焊接技术更好是苏联坦
克称霸二战的重要因素。”19岁的焊接冠
军、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曾正
超对记者说，“焊接技术不过关，航母、潜
艇不能下水，飞机、火箭不能上天。”

“焊接要全神贯注，手抖一下就会
影响质量。” 曾正超左手的十几处伤疤
见证了他的艰辛。

“虽然穿着防护服，但是上千摄氏度
的高温难免烫伤。”曾正超的教练，中国十
九冶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周树春也曾
经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中华技
能大奖”，对焊接项目的“苦”体会颇深。

“美发既需要技术，也需要理念，更
需要毅力。”22岁的聂凤是个快言快语
的重庆姑娘。4天共22小时的美发比赛
设有8个发型项目， 最长的女士基础发
型耗时4小时15分钟。

当颁奖大会宣布聂凤获得金牌时，
这个自信的姑娘身披五星红旗登上最
高领奖台，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

除了焊接、美发，我国选手还在制
造团队挑战、数控铣、汽车喷漆项目获
得金牌，在CAD机械设计、机电一体化、
电气装置、信息网络、时装设计等项目
上夺得了含金量更高的奖牌，实现了历
史性的突破。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每
两年举办一届， 是当今世界地位最高、
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
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打破对技工教育的偏见
本次大赛， 中国代表团共派出32名

参赛选手，这些选手绝大多数是90后，年
龄最小的是17岁的李金豪。此外，绝大多
数选手是技工院校的学生或毕业生。

“成绩一般的学生不好找工作，还不
如学一门技术更实在， 况且这门专业是
我喜欢的， 将来从事的职业也是我喜欢
的。”这是李金豪选择学习技术的初衷。

其实，最初选择学技术这条路的时
候，李金豪的父亲是坚决反对的，认为
那是一个没出息的选择，也将导致一个
没有希望的人生。

李金豪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今
年4月在新西兰举行的大洋洲技能竞赛
上，李金豪取得了工业控制项目组第一
名，获得了金奖。他在比赛中表现出来
的稳健状态，让父亲感慨，“技工教育正
在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西蒙·巴特利在接
受记者专访时坦言，全世界普遍存在对技
工教育的偏见。他曾经在到访的每个国家

询问在座的父母和与会者，是否希望自己
的孩子放弃大学等高等教育而选择技工
学校，至少90%的父母摇头说“不”。

就国内情况而言，技工院校也面临
着诸多困难，比如，一些学校无法享受
平等的资金支持政策，技工院校尚未设
立“正高”职称，难以吸引优秀人才从
教，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因
没有大专以上学历，导致在就业、升学
等方面受到不公正对待等。

庆幸的是，这种情况如今正在慢慢
改变。例如在我国，近年来，我国政府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职业教育培训改
革。技校生未毕业就被预订一空。长期
下去，市场的指挥棒终归会发挥调节作
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
也会逐渐改变。

技能人才大有可为
截至2014年底，我国有技能劳动者

1.57亿人，高技能人才4136万人。但总
体而言， 我国高技能人才在总量上不
足、结构问题突出、人才断档现象严重，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与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也不适应。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
建设司司长张立新说：“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一支拥有现代科技
知识、精湛技艺技能和较强创新能力的
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我们比历史任何
时期都更好地能为技能人才提供成长、
成才、实现价值的发展空间。”

放眼世界，德国、日本、美国等工业
强国都是技师、技工大国。作为一个制
造业大国， 我国的人才基础应该是技
工，而打造“中国制造”的升级版，就更
需要数亿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大军。

张立新认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推动，全社会
广泛支持，为技能人才事业发展营造了
更加良好的环境；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快建设制造强
国、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技能人才施
展才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技能人
才可以大有作为，也应当大有作为。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金牌获得者每人20万
元， 银牌获得者每人12万
元， 铜牌获得者每人8万
元，优胜奖获得者每人3万
元， 我国决定重奖在第43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优
异成绩的选手。

在巴西圣保罗刚刚结
束的大赛中， 我国代表团
共获得5枚金牌、6枚银牌、
3枚铜牌和12个优胜奖，在
奖牌榜中名列前茅， 金牌
数和总平均分数均位居第
三， 创造了我国参赛以来
的最好成绩。

虚高学历不如一技在手
国家重奖技能人才释放信号

图为8月12日，在巴西圣保罗，来自中国的选手邹斌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的比赛。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审计署28日
发布的一份审计公告显示， 一些地方和
部门在政策措施落实和简政放权方面不
到位，部分重点建设项目推进缓慢。

7月， 审计署对29个省份、29个中
央部门和7个中央企业落实中央有关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政策措施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抽查了
451个单位、229个项目，涉及中央财政
资金981.83亿元。发现的问题主要有：

———部分中央部门和地区存在资
金沉淀和土地闲置问题。22个省及2个
部门存在此类问题，涉及资金564.47亿
元、闲置土地3.6万公顷。一是2个中央
部门财政存量资金收回不完整； 二是
16个地区财政专户结存的财政存量资
金未及时盘活，部分中央专项资金未及
时分配下达，形成财政资金结存；三是
一些地方由于土地规划调整、土地已用
于贷款抵押等，闲置土地盘活较慢。

———贯彻落实中央政策措施的部分
配套制度不完善、有的政策措施未落实。10

个地区、部门存在此类问题。一是某些部门
未及时细化相关政策、制定配套措施，影响
政策措施的落实； 二是有关部门和地方虽
采取了积极措施，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仍较为突出； 三是推动企业信用公
开、通关便利等措施力度不够。

———某些部门和地区未按规定落
实简政放权要求。一是发展改革委和能
源局未按规定将有关审批事项纳入清
理范围；二是海关总署自行设立准入类
职业资格， 广西无依据设立收费项目，
增加企业负担；三是在推进商事制度改
革措施中，广西、河南的部分行业仍存
在准入限制，“三证合一”工作也未能按
期实现信息共享等。

———部分重点项目建设推进缓慢。
有18个项目推进慢的问题较为突出，涉
及项目投资502.73亿元。造成这一问题
的主要原因是：部分项目前期论证不充
分，规划缺乏科学性与全局性，影响项
目落地；部门间工作不协调，项目涉及
地域间意见不统一，工作缺乏统筹。

审计发现部分中央政策措施落实不力

564亿元财政资金
趴在账上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