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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20日电 8月 20日下
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
取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关于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抗震救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
抗震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认为，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
下，云南省委和省政府、中央各有关部门紧
急行动，以最快速度集结抗震救灾力量，科
学、高效、有序组织开展了抗震救灾各项工
作。灾区广大干部群众奋起抗灾。人民解
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公安民警、消防官兵
和民兵预备役等再次发挥了主力军和突击
队的作用。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抗震救灾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会议指出，当前抗震救灾工作正处于应
急救援转向进一步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着手
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的新阶段。要立足灾区
实际，借鉴汶川、玉树、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
建的成功经验，科学有序统筹做好灾后过渡
性安置和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当前，重点要
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继续
组织强有力的医疗救护力量，尽最大努力抢
救危重伤员，最大限度减少死亡和伤残。要
尽快转入过渡安置，提前做好过冬准备，保
证受灾群众安全过冬。落实好受灾群众后
续救助政策，特别要安置好特殊困难群众，
保障受灾群众吃穿住医基本需要。

二是要做好灾区卫生防疫工作。合理
调配力量，统筹军地医疗卫生防疫队伍，加
强对灾区饮用水、食品的卫生监督检查，强
化灾区垃圾清运处理、环境卫生整治等工
作，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三是要做好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工
作。尽快使公共服务设施正常运转起来，恢
复灾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抓紧进行受损校
舍维修加固和倒塌校舍的板房建设，确保灾
区所有中小学在 9月初都能顺利开学。引导
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加大政府支持力
度，鼓励社会广泛援助。

四是要做好防范次生灾害工作。切实
做好堰塞湖后续处置和整治，搞好地质灾害
隐患排查，注重科学防治，做好监测值守，及

时报告灾害征兆，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灾害威
胁。特别要高度重视集中安置点的安全，决
不允许出现安置点遭受地质灾害侵袭导致
人员伤亡的事件。

五是要做好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保通
工作。要加大工作力度，全力做好已修复道
路的保通工作，做到随毁随抢随通。加强道
路交通安全管控，有序组织车辆通行，确保
道路运输安全通畅。维护好临时供水管线，
加强水质监测，抓紧抢修水厂、供水管道，确
保生活用水稳定安全供应。在做好应急保
障的同时，尽快恢复供电、通信、广播电视的
正常运转，为群众生活安置、恢复生产及灾
后重建提供重要保障。

会议强调，要在客观全面评估灾害损失
基础上，科学制定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坚持
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统筹兼顾、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的基本要求，发扬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精神，创新体制机制，把恢复重建与生
态修复、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
起来，实施防震安居工程和农村危房改造。
重建中要科学安排建设时序，优先解决受灾

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的住房、学校、医院
等问题，统筹考虑居民点选址、公共服务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等，力争使灾区建设水平
有一个新的提升。

会议指出，要加快研究灾区恢复重建扶
持政策。考虑到灾区属于集中连片特殊贫
困地区，地方财政比较困难，中央要加大支
持力度。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群众主体
作用，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努力形成
恢复重建合力。

会议强调，要加强对救灾和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发挥好各级党组织的作
用。云南省政府对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负
总责，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指
导和做好相关协调工作。要制定重建规划实
施方案，合理调配施工力量，科学安排工作时
序，确保各项重建工作科学、高效、有序进
行。要加强对恢复重建资金物资使用各环节
的监督检查，确保资金和物资合理使用。要
做好宣传引导，鼓舞和激励各族干部群众同
心协力、团结互助、顽强拼搏，克服一切艰难
险阻，共同夺取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

又有两位明星房祖名和柯震
东因吸毒被警方拘留。一声叹息
之外，网上也有了一些不以为然甚
至“义愤填膺”的声音。某网络平
台立刻就有了“柯震东加油”的话
题，有些粉丝迅速原谅了柯震东，
他们表示：“嫉妒人家帅就直说，吸
毒害的是他自己，又没危害社会。
我们永远支持他！”

吸毒当然不是长得帅就可以
原谅的事情。正如网民评论，“有
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卧底去缉毒，有
人有着光鲜亮丽的生活去吸毒。
不是说该不该原谅，也不是打趣这
是个看脸的世界，而是有些事该不
该做是底线。”

明星吸毒绝不是单纯的个人
行为，而是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
明星一般收入较高，当他们用钱购

买毒品，就是在支持毒品流通，这
些钱很可能成为其他犯罪行为的
支持资金。

面对镜头，明星也已经忏悔，
粉丝要做的是支持他改过自新，而
不是无条件纵容溺爱。毒品会对
明星的身体机能造成极大伤害，进
而摧残人的精神世界。这么快原
谅吸毒偶像的粉丝，看来还不是真
正爱他们。

缉毒行动历来是生与死的考
验，每年牺牲在缉毒战线的警察不
在少数。要知道在这个“看脸”的
世界，他们却总是挡住自己的脸、
躲避镜头，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
避免报复。他们被公众真正看清
的照片，大多是遗照。想想这些，
光鲜的明星们更要珍惜自己这张
脸。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8月
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
展的指导意见》。《意见》对新形势
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
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

《意见》指出，整合新闻媒体资
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
发展，是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部
署、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
一项重要任务，是适应媒体格局深
刻变化、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
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
举措。通过融合发展，使我们的主
流媒体科学运用先进传播技术，增
强信息生产和服务能力，更好地传
播党和政府声音，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的信息需求。

《意见》提出，推动媒体融合
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
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
维，坚持正确方向和舆论导向、坚
持统筹协调、坚持创新发展、坚持
一体化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
撑。

《意见》强调，推动媒体融合
发展，要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
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要顺应互
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
的趋势，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技术，发展移动客户端、手机
网站等新应用新业态，不断提高
技术研发水平，以新技术引领媒
体 融 合 发 展 、驱 动 媒 体 转 型 升
级。同时，要适应新兴媒体传播
特点，加强内容建设，创新采编流
程，优化信息服务，以内容优势赢
得发展优势。

《意见》指出，推动媒体融合
发展，要按照积极推进、科学发
展、规范管理、确保导向的要求，
推 动 传 统 媒 体 和 新 兴 媒 体 在 内
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
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
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
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
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
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
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
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始
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20日宣布，对日本住友等八家零
部件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约 8.3亿元，
对日本精工等四家轴承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
法处罚约 4 亿元，合计罚款约 12.4 亿元。这
是我国反垄断部门迄今为止开出的最大罚
单。

经发展改革委查实，2000年 1月至 2010
年 2月，日立、电装、爱三、三菱电机、三叶、矢
崎、古河、住友等八家日本汽车零部件生产企
业为减少竞争，以最有利的价格得到汽车制
造商的零部件订单，在日本频繁进行双边或
多边会谈，互相协商价格，多次达成订单报价
协议并予实施。价格协商涉及中国市场并获
得订单的产品包括起动机、交流发电机、节气
阀体、线束等 13种。经价格协商的零部件用
于本田、丰田、日产、铃木、福特等品牌的 20
多种车型。截至 2013年底，当事人经价格协
商后获得的与中国市场相关的多数订单仍在
供货。

据发展改革委介绍，2000年至 2011年 6
月，不二越、精工、捷太格特、NTN 等四家轴
承生产企业在日本组织召开亚洲研究会，在
上海组织召开出口市场会议，讨论亚洲地区
及中国市场的轴承涨价方针、涨价时机和幅
度，交流涨价实施情况。当事人在中国境内
销售轴承时，依据亚洲研究会、出口市场会共
同协商的价格或互相交换的涨价信息，实施
了涨价行为。

发展改革委认定，上述企业达成并实施
汽车零部件、轴承的价格垄断协议，排除、限
制了市场竞争，不正当地影响我国汽车零部
件及整车、轴承的价格，损害了下游制造商的
合法权益和我国消费者利益，违反了我国反
垄断法规定。

鉴于两起案件中，当事人多次达成并实
施价格垄断协议，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 10
年，违法情节严重，发展改革委依法予以从重
处罚，同时对主动提供重要证据的相关当事
人适用了反垄断法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条款。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部署鲁甸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反垄断史上最大罚单开出
12家日资汽配企业被罚约 12.4亿元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做出具体部署

推动主流媒体
做好融合发展

最高法细化工伤认定

下班顺路买菜受伤也算工伤

吸毒这事真不能看脸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0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8月 19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云南鲁
甸地震抗震救灾最新情况汇报、研
究安排恢复重建等工作，决定推出
进一步简政放权措施、持续扩大改
革成效，部署加快发展科技服务
业、为创新驱动提供支撑。

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
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和社会各界
全力支援，鲁甸震区抢险救援、医
疗救治、群众安置、道路抢通等工
作科学、高效、有序开展。下一
步，要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精神，不松劲、不减力，扎实做好
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要持续把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作为政府自我革命的

“先手棋”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
深挖潜力，不断向纵深推进，用硬
措施打掉“拦路虎”，让市场主体

“舒筋骨”。会议决定，在各部门晒
出权力清单、开展社会评议的基础
上，顺应群众期盼，有针对性地推
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新措施。一
是便利企业投资经营，再取消和下

放 87项“含金量”高的审批事项，其
中取消 68项。同时尽快彻底废止
非行政许可审批。二是降低准入
门槛，将营利性医疗机构设置审
批、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等 90项工商
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
实行先照后证，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三是减轻企业负担，再取消 19
个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建立目录管
理制度，凡未列入目录的一律不得
开展。四是再取消一批部门和行
业协会自行设置、专业性不强、法
律法规依据不足的职业资格许可
和认定事项。会议强调，要加强改
革工作统筹协调，在放的同时着力
创新事中事后监管，营造公平法治
的市场竞争环境，尽政府应尽职
责，使简政放权等改革成为持续激
发市场活力、优化市场环境的“长
效药”。

会议认为，发展科技服务业，
要以研发中介、技术转移、创业孵
化、知识产权等领域为重点，抓住
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深化改革，坚
持市场导向，推动科技服务业发
展壮大。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

进一步简政放权
让市场“舒筋骨”

8月 20日，乌鲁木齐南郊客运站试行实名制售检票，旅客购票需携
带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8 月 25 日起，新疆各汽车站开始预售
实名制车票。从 9月 1日起，新疆一、二、三级汽车客运站实行实名制售
票、检票。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最高人民法
院 20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
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特殊情
况下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细化工
伤认定中“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等问题。

针对目前劳动关系中经常出现与职工
存在用人关系的单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的情形，具体由哪个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容易产生争议的情况，这次出台的规定对双
重劳动关系、派遣、指派、转包和挂靠关系等
五类比较特殊的工伤保险责任主体做了规
定，同时规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
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

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
织、单位和个人追偿。

规定同时细化了工伤认定中的“工作
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外出期
间”以及“上下班途中”等问题，确定了三个
思路：一是对“工作原因”的认定应当考虑
是否履行工作职责、是否受用人单位指派、
是否与工作职责有关、是否基于用人单位
的正当利益等因素；二是对“工作时间”的
认定应当考虑是否属于因工作所需的时
间；三是对“工作场所”的认定则应当考虑
是否属于因工作涉及的区域以及自然延伸
的合理区域。

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赵大

光介绍，“上下班途中”的概念在具体实践当
中可以有多种情况，在理解和认识上的不一
致也导致各地法院在处理案件时出现裁判
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把
这个问题作为本次出台的司法解释当中的
一个重点来进行研究和规定。

将于 9 月 1 日起实施的《规定》指出，
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
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合理
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
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在 合 理 时 间 内 往 返 于 工 作 地 与 配 偶 、父
母 、子 女 居 住 地 的 合 理 路 线 的 上 下 班 途
中 ；从 事 属 于 日 常 工 作 生 活 所 需 要 的 活

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
中；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
途中。

赵大光表示，“合理”就是应当具有正
当性。“上下班有一个时间区域，可能早一
点，可能晚一点，比如下了班以后还要加一
会儿班，或者是等交通的高峰时段过了之
后 再 回 家 ，我 们 认 为 这 些 都 属 于 合 理 时
间。”他说。

“合理路线包括的范围就比较广泛，比
如下班的途中需要到菜市场买一点菜，然后
再回家，而且是顺路，我们认为都应当包括
在内。”赵大光说，“理解这一条规定，我们要
抓住一个关键词就是‘合理’。”

新疆汽车票实行实名制

据丽水市气象部门统计，截至 8月 20日 12时，浙江丽水市平均降雨量达 193.1毫米。目前，瓯江干流持续高水位造成
丽水城区多处沿河区域被淹；多个乡镇和沿线部分道路受淹，多处群众受洪水围困。防洪抢险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这是 8月 20日洪水中的浙江丽水部分城区航拍图。
▶丽水火车站出站广场全部被淹，出站旅客只能靠冲锋舟进入城区。 新华社发

浙江丽水遭遇洪水围困浙江丽水遭遇洪水围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