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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11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听取依法保护产权工作汇报，以更有
效的制度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立恒心增信
心； 决定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
收费，持续为企业减轻负担。

会议指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完
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全面保护各类产
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健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有利于增
强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和投资意愿，
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扩大开放，推动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要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
产权的意见》要求，抓紧落实各项产权保
护措施。尽快清理、修改和废止与上位法
相抵触、 不利于产权保护的各种法规文
件。 依法平等保护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

济产权， 加强企业自主经营权和合法财
产所有权保护。推进依法行政，严防任性
执法、任意执法。二要抓住有代表性的典
型案例，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久拖不
决的案件开展集中攻坚， 推动涉产权冤
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尽快取得突破，以
纠错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加大法律援
助力度， 帮助合法产权受侵害者追回损
失。 三要着力解决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
维权成本高问题。推动运用“互联网+”，通
过源头追溯、实时监测、在线识别等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
制度，在优势产业聚集地区创新知识产权
保护机制，拓宽快捷、低成本的维权渠道。
鼓励围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开
展多种类型、多种模式的探索，实施中小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提升综合运
用知识产权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加

强网购、进出口等重点领域和环节的知识
产权执法，对城乡假冒伪劣产品集中地区
加大整治力度。依法严厉查处一批侵权假
冒大案要案， 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 要加强政务诚信建设，
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完善对政府失信的惩
戒和纠错机制，因政府失信导致企业产权
受损的要依法赔偿， 不能“新官不理旧
账”。 用有力有效的产权保护增进市场主
体投资创业信心，提升广大群众和企业家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指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持续清理规范涉企经营
服务性收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增强企业竞争力的
重要举措。 在今年各地区各部门已出台
清费措施为企业减负1750亿元的基础
上，会议决定，一是加大对已出台清费减

负措施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 坚决防止
不合理收费死灰复燃。 抓紧推动将货运
车辆年检年审合并、 落实优化电信网和
互联网网间结算价格措施， 再为企业减
负150亿元。二是加快政府定价经营服务
性收费全国“一张网”建设，用公开透明
和社会监督遏制乱收费。 年内各地区和
有关部门必须公布收费目录清单。 坚持
依法有据、问题导向，进一步压缩中央和
地方层面收费项目， 该取消的收费要坚
决取消， 新设收费项目必须依法严格审
批。三是各地区、各部门要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 将一些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由原来的面向社会收费改由财政给予保
障。依托中国政府网等平台，各方协同构
建信息发布、投诉举报和查处机制，坚决
惩处违法违规收费行为， 让企业和群众
获得减负让利的实惠。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以更有效的制度
促进市场主体立恒心增信心

下期奖池：4236731015.78（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19 9 3 9
排列 5 17319 9 3 9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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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137 01 20 22 28 29 05+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5

10

6019019 90285285

361141103611411

� � � �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王
亮）今天，湖南翼腾体育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与湖南芒果娱乐有限公司达成战
略合作，未来双方将在职业篮球拓展、
体育节目制作、 赛事IP打造等方面展
开全面的深度合作。 这是体育湘军与
电视湘军首次实现强强联合， 开创了
我省体育产业与优势媒体整合发展的
先河。

翼腾体育作为我省知名体育运营
公司， 是湖南勇胜金健米业篮球俱乐

部的创始和控股股东。 翼腾体育同时
运营省大学生篮球联赛、 省直机关篮
球赛以及县域经济强县（市）篮球赛，
未来还要打造全省联动的主客场制篮
球联赛。

翼腾体育、 湖南勇胜金健米业男
篮董事长李向群说：“我们‘牵手’芒果
娱乐，是为了打造更好的篮球‘产品’，
传播篮球文化， 最终推动湖南篮球的
发展。”他还介绍，翼腾体育11月5日与
美国加州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 目前

正在策划NBA篮球巨星巡回表演赛，
未来还会全力将NBA季前赛引入湖
南。

芒果娱乐副总裁王平波表示：“湖
南广电一直有体育情结， 芒果娱乐与
翼腾体育达成战略合作， 不是简单的
进行赛事转播， 还要发挥电视湘军的
优势，围绕篮球展开电视、综艺节目的
制作，并一同打造全新的篮球IP。同时
针对勇胜金健米业男篮， 全面挖掘职
业篮球的魅力和潜能。”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22日电 美国财
政部21日宣布，对朝鲜多家企业、船只和个
人实施制裁，以进一步切断朝鲜对外贸易、
限制其收入来源。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宣布将朝鲜重新
列入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进
一步加大对朝施压力度。

美国宣布对朝新一轮制裁

� � � � 11月22日， 一列动车组试验列车在关
中平原的一座铁路大桥上行驶。

当日， 西成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
段。西成高铁是我国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
路，设计速度为每小时250公里。高铁自西安
北站引出，自北向南穿越关中平原、秦岭山
脉、汉中平原、巴山山脉进入四川盆地，与成
绵乐城际铁路相连，接入成都东站，计划于
今年年内开通运营。 新华社发

西成高铁进入
全线拉通试验阶段

翼腾体育“联姻”芒果娱乐 湖南篮球未来会更好“看”

� � � �最近小蓝单车、酷骑单车两家企业相继倒闭，导致大量
押金不能退还用户。这对个人用户来说也许不算大钱，对企
业来说却不算小钱，对共享单车行业来说，更是亟待解决的
大问题。

共享单车满足了公众短距离出行需求，在解决出行“最
后一公里”问题、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这一创新事物，一方面要持包容态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强
监管，保护公众利益。

竞争是市场法则。行业调整洗牌，是发展的必然。然而，
其中显露的押金监管问题不容忽视。截至今年7月，全国共享
单车运营企业数量接近70家， 累计投放的车辆超过1600万
辆，注册人数超过1.3亿人次，累计服务超过15亿人次。消费者
往往同时安装多个共享单车APP， 以单个APP需要交一两百
元押金计算，全行业累积的押金数额巨大。今后可能还会有
企业出局，消费者的押金该如何保全？

今年8月，交通运输部、人民银行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企业已
收取押金或者预付资金的，要在注册地设立专用账户，实行专
款专用，完善退还制度，接受交通、金融等主管部门监管。

然而，不论是用户在酷骑公司总部排队退押金，还是如
今小蓝用户申请退押金迟迟不能到账，都表明当前共享单车
企业对用户押金的管理存在问题，专门账户内的资金流动尚
未得到有效监管。

当务之急要明确押金该由谁来管并拿出应急处理方案。
押金问题关系到共享单车行业的长远发展和未来，有关政府
部门要形成合力，认真研究押金监管的方式方法，拿出具体
措施，如执行负面清单制度等，共同把押金监管的篱笆扎紧，
让共享单车越骑越稳。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扎紧监管篱笆
共享单车才能骑稳致远

新华时评

� � � �据新华社德黑兰11月21日电 伊朗
总统鲁哈尼21日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已经被剿灭。鲁哈尼当天向全国发表
电视直播讲话时说，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当天向伊朗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通报了“伊斯兰国”被剿灭
的消息。

伊朗总统:

“伊斯兰国”已被剿灭

� � � � 据新华社贝鲁特11月22日电 黎巴
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22日说，应总统米
歇尔·奥恩要求，他决定暂缓辞职。

4日，正在沙特访问的哈里里突然宣
布辞职，之后一直未返回黎巴嫩。哈里里
在沙特停留两周， 之后又访问了法国和
埃及，21日经由塞浦路斯返抵贝鲁特。

黎巴嫩总理决定暂缓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