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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8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试点，部署扩大养老服务
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确定稳定生猪
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措施。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证照分
离”，破解“准入不准营”，这有利于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也是稳
就业的有力措施。会议决定，从12月1日
起，在全国自贸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试点， 对中央层面设定的全
部523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推动照后减
证和简化审批。 一是取消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等13项审批。 二是将报关企

业注册登记等8项审批改为备案。三是对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等60项审批实行告知
承诺制。四是对其余442项审批采取压减
材料和时限、延长或取消有效期、网上办
理、取消现场核验等优化服务措施。五是
对上述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
管理，向社会公开并定期调整。为此，会
议决定， 在自贸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相
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 对涉及的法
律，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调
整实施。会议强调，“证照分离”改革要加
大力度持续推进，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推进便利化，并加
强公正监管、事中事后监管，寓管理于服
务中。成熟经验要及时向全国推开。

会议指出， 以需求为导向发展养老

服务，是应对老龄化、提升老年人生活质
量的重要举措。一要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
为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
助餐、助医、助行、助洁等便捷服务。新建
小区和老旧小区改造要把养老服务作为
重要配套。二要调动社会力量发展适合老
年人消费的旅游、养生等服务。鼓励企业
研发生产优质适用的老年用品。大规模培
养养老院长、护理员、社工等。三要支持发
展商业养老保险，建立保险、福利和救助
相衔接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加大对经济
困难高龄、 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补贴。四
要加强养老产品和服务质量监测，严肃查
处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

会议指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猪肉
供应，事关“三农”发展、群众生活和物价

稳定。会议确定，一是综合施策恢复生猪
生产。加快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发放，
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对生猪调出大县和养
殖场（户）的支持，引导有效增加生猪存
栏量。将仔猪及冷鲜猪肉运输纳入“绿色
通道”政策范围，降低物流成本。二是地
方要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
养、限养规定。对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内关
停搬迁的养殖场（户），要安排用地支持
异地重建。三是发展规模养殖，支持农户
养猪。 取消生猪生产附属设施用地15亩
上限。四是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提升
疫病防控能力。五是保障猪肉供应。增加
地方猪肉储备。 各地要适时启动社会救
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
制，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 � � �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为备
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预赛阶段(四十强赛)比赛，中
国足协21日公布了35人集训名
单，广州恒大淘宝球员艾克森（原
名埃尔克森）首次入选。

在这份名单中， 中超“领头
羊” 广州恒大淘宝队共有艾克
森、 老将郑智在内的8名球员入
选。艾克森将成为继李可之后第
二位被中国队征召的归化球员，
同时也是第一位无中国血缘的
归化国脚。上一期集训中并未被

里皮征召的武磊，也将从西班牙
回归国家队。

中国足协在官网表示，新一期
的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定于8月25
日至30日在国家足球训练基地(香
河)举行第一阶段集训，9月2日至11
日在广州组织第二阶段集训并赴
马尔代夫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
赛。上海上港、广州恒大淘宝及西
班牙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的运动
员只参加第二阶段的集训。

9月10日，中国队将在客场出
战马尔代夫队。

外交部：

中方将对参与售台武器
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针对美方拟向台湾出售武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1日说，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
自身利益，包括对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北京时间8月21日，美国
国防部正式通知国会，美方拟向台湾出售总价约80亿美元的
66架F-16先进战机及相关设备和支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
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
交涉和抗议。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包括
对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必须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
中国核心利益。中方维护自身主权、统一和安全的决心坚
定不移。”耿爽说，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
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
由美方承担。

我国将进一步加强
天然林保护与修复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
树铭21日表示，我国将采取更高级别的保护、最严格的管
制、更全面的修复举措，加强天然林的保护与修复。

他是2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
上述表示的。李树铭介绍说，我国现有天然林资源29.66亿
亩，占全国森林面积的64%、森林蓄积的83%以上。天然林
是森林资源的主体和精华，保护好天然林是建设美丽中国
的必然要求。

他介绍，我国从1998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试点天然林保
护工程，自2000年开始正式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一期。“20
多年来，天然林资源的恢复增长速度特别快，全国天然林面
积净增4.28亿亩，天然林蓄积净增37.75亿立方米。”李树铭
说，到2018年底，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2.96%。森林蓄水保
土能力显著增强，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在天然林保护工程二期即将结束之际，中办、国办印发
了《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李树铭说，为了贯彻落实好
方案的部署和要求， 将在对全国所有天然林实行保护的基
础上，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以及生态区
位重要性等指标， 确定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 实行分区施
策。加强天然林管护站点、管护网络、灾害预警体系、护林员
队伍和共管机制建设。

他要求，对纳入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禁止生产经营
活动。开展抚育作业的，必须编制作业设计。严管天然林地
占用，严格控制天然林地转为其他用途。

同时，根据天然林演替和发育阶段，科学实施修复措
施，遏制天然林分退化，提高天然林质量。逐步使天然次生
林、退化次生林等生态系统恢复到一定水平。强化天然中
幼林抚育，促进形成地带性顶级群落。加强生态廊道建设，
鼓励在废弃的矿山、荒山荒地上逐步恢复天然植被。还要
加大天然林保护年度核查力度，建立天然林资源损害责任
终身追究制。

责任编辑 封锐 周倜 蔡矜宜 2019年8月22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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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全国残运会和特奥会25日开幕

湖南代表团
79名运动员出征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记者 沙兆华）出
征在即！20日下午2时， 省残联进行战前动
员，为即将启程参加全国残运会和特奥会的
我省代表团运动员们助威加油。

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19年8月25
日至9月1日在天津举行。主赛期间，将举
办20大项比赛，我省派出79名残疾人运动
员，参加田径、游泳、盲人柔道、乒乓球、飞
镖以及特奥田径、游泳等项目的比赛。

在提前比赛项目中， 我省参加了射
击、射箭、举重、跆拳道项目比赛，共取得
8金6银7铜。

自贸区“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将全覆盖

国足公布35人集训名单
艾克森首入选

集训名单
上海上港：颜骏凌、贺惯、石柯
广州恒大淘宝：郑 智、张琳芃、艾克森、

黄博文、徐新、高准翼、韦世豪、杨立瑜
山东鲁能泰山：王大雷、蒿俊闵
北京中赫国安：邹德海、王刚、李磊、池忠

国、李可、张稀哲、王子铭
江苏苏宁：吴曦、阿不都海米提、谢鹏飞
河北华夏幸福：王秋明、陶强龙
上海绿地申花：朱辰杰
天津天海：张鹭、杨旭、姚均晟
大连一方：李帅
河南建业：韩轩
重庆当代力帆：冯劲
天津泰达：杨帆
武汉卓尔：廖均健
西班牙西班牙人：武磊

� � � � 8月17日至20日，由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主办，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承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聚焦红
色故都”全国主流媒体新闻摄影采访活动在江西省赣州市举行，来自全国30家主流媒体的记者编辑参加采访活动。
江西省赣州市是著名的“红色故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集结出发。

聚焦红色故都赣州聚焦红色故都赣州

图①：8月17日，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图②：8月18日，江西省石城县琴江镇大畲村古戏台，演员在表演非遗节目。
图③：8月17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在江西省瑞金市泽覃乡安治畲族村拍摄采访民族风情。
图④：8月18日，江西省石城县大畲温泉小镇百里荷花观赏园日出美如画。

①

②

③

④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