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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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发展现
代流通业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构
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旺消费促发展；
通过《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
纲要》，提升创业创新活力和社会
治理水平；决定进一步加大对小微
企业的税收优惠，涵养就业潜力和
经济发展持久耐力。

会议指出，做强现代流通业
这个国民经济大产业，可以更好
对接生产和消费，促进结构优化
和发展方式转变。一要坚决清除
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

“路障”，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
或排除公平竞争，禁止利用市场
优势地位收取不合理费用或强制
设置不合理交易条件，降低社会
流通总成本。二要推广电子商务
等新兴流通方式，实施“互联网+
流通”行动计划。三要创新流通

领域市场监管，推行企业产品质
量承诺制度。四要完善流通设施
建设管理。

会议通过《关于促进大数据
发展的行动纲要》，强调，一要推
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
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加快整合各
类政府信息平台，避免重复建设
和数据“打架”，增强政府公信力，
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先推
动交通、医疗、就业、社保等民生
领域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二要
顺应潮流引导支持大数据产业发
展，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
向，加大政策支持，着力营造宽松
公平环境，建立市场化应用机制，
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创新应用，
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形成与需求
紧密结合的大数据产品体系，使
开放的大数据成为促进创业创新
的新动力。三要强化信息安全保
障，完善产业标准体系。

以房养老难敌“养儿防老”？
据幸福人寿总裁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目前，“保险版”以房养老产品总共只有 12
户签约。有许多老人担忧，过早把房子交出
去，有些子女孝心不强，翻脸翻得快，觉得没
指望了，对老人就不大好；子女疑虑，现在大
城市房价这么高，老人的房产留下来能减轻
子孙负担，为什么要卖出去？

上海民政部门一项调查显示，高达 90％
的老人拟将房产留给子孙，愿意倒按揭的不到

10％。而此前由华中师范大学发起的一项调
研显示，近99％的子女反对父母以房养老。

专家指出，对于一部分适合以房养老
条件的人群来说，有必要厘清认知误区，即
这是一项选择性养老产品，通过让渡房产
获得改善型养老待遇，并非拿房子换基本
养老待遇。

担心“吃亏”不肯尝试
不同产品同遇冷，反映出人们对制度设

计、操作标准方面的顾虑。

——上涨收益怎么算“谁说了算”。“房
子被拿走，保险公司或银行就会占据话语主
动权。而一线城市房子涨价潜力较大，将来
老人在分享房屋上涨收益时很容易‘被缩
水’。”一些咨询者担忧。

——相关机构业务不衔接。目前，这项
涉及保险、银行、房产评估第三方机构的业
务并未实现“无缝对接”。

——70 年产权门槛。如果 70 年产权到
期后，抵押房屋要有偿续期，那么续期费用
将是一个巨大的未知风险。

——养老设施与服务缺乏。民政部的
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养老机构养老床位 365
万张，平均每 50 个老人不到一张床。养老
从业人员更是不足百万。卖掉房子“前不着
村后不着店”人们不愿意“冒险”。

明确“定制化”定位
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底，我国 60 岁以

上老年人口已超过 2 亿，占总人口的 15.5％，
并以每年近 1000 万的速度增加。老年人家
庭空巢化、独居化加速，未富先老等问题日
渐凸显。

“可先从失独和丁克家庭做起。”中房集
团理事长孟晓苏说。

专家指出，从失独和丁克家庭做起的定
位确立之后，就要逐步解决以房养老产品面
临的制度设计问题。

“我国目前养老保障有‘三个支柱’，分
别建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和职
业年金制度，以及个人自愿购买的商业养老
保险。”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院长邓宏乾说，“以房养老作为养老服务的
一项有益补充，并不能完全替代养老机构、
养老保险等主流选择。”

他认为，一方面应当在社区层面做好以房
养老的宣传，一方面应当对以房养老产品进行
细化。同时，鼓励更多的社会机构加入进来，
为百姓开发多样性、保障性强的产品，满足不
同样式的需求。（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8月19日，国务院天津港“8·12”瑞海公司
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组第
一次全体会议在天津召开，对调查工作提出了
明确要求。调查组组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
焕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
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指示
精神，以对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科
学严谨的工作态度，依法依规彻查事故原因，认
真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深刻总结梳理事故教
训，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查清、查细，一查到底
在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上，杨焕宁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坚持“科学
严谨、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安全高质”的原
则，全力投入事故调查，全面查明事故发生的
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造成的损失，准
确认定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客观评估事故
应急救援情况，深刻总结此次事故的教训，依
法依规提出对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
议。调查工作要讲原则、讲效率，只要涉及事
故原因、事故责任的，不管涉及谁、不管有什
么背景，都要查清、查细，一查到底，确保调查
结论经得起科学的检验、法律的检验和历史
的检验，给党和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此外，随着救援工作进入现场清理阶
段，事故救援部队联合指挥部对救援力量进
行了重新编组，对核心区危化品检测标定和
外围居民区入户侦测同步开展。

将加快受损房屋修缮
针对“爆炸事故中牺牲的消防人员有何

抚恤措施”“大宗商品进出口是否受到影响”
等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天津市委代

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在 19 日下午举行的天
津港危险化学品仓库 8·12 瑞海公司爆炸事
故第十场新闻发布会上一一予以了回应。

“大宗商品进出口总体上讲不会受到影
响。”黄兴国解释说，“因为受爆炸事故影响
的这个区域范围内只有 176 家企业，多数还
不是从事进出口的。”

在这次爆炸事故中，有很多消防人员牺
牲了。对此，黄兴国表示，对牺牲的消防人
员，不论是编内还是编外，一律追认他们为
烈士，抚恤的标准为《烈士褒扬条例》中规定
的最高标准。

“事故处置结束以后，我会建议选择在

事故发生地建一个公园，立碑永志，让人们
永远地怀念这些英雄。”黄兴国说。

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天津市副市长何
树山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经过几天的工
作，目前已经掌握了爆炸仓库里的危化品种
类和数量，大约有 40 种、2500 吨。目前危化
品的清理方案也已经确定。

此次爆炸事故中，受损房屋是回购还是
修缮，是受灾群众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
天津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 19 日明确回
应说，经过鉴定，受损房屋需要回购的一定
回购，需要修缮的一定修缮。

（综合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9日电 8 月 12
日，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发生火灾爆炸，造成上百人遇难
的严重后果。瑞海公司究竟是一家什
么样的企业？其高管层是否有所谓“神
秘背景”？

近日，记者独家采访、接触瑞海公
司五名核心人物：瑞海公司大股东李
亮、董事长于学伟、副董事长董社轩、法
人代表兼总经理只峰以及副总经理曹
海军。

通过深入采访，瑞海公司及其管理
层的真实面目在抽丝剥茧中逐渐清晰，
瑞海公司由一家普通仓库变身危化品
仓库的过程日渐浮出水面，而爆炸背后
的诸多疑点仍有待解答。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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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将发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
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
邮票。这是记者 19 日从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副
局长左秀辉在发布会上介绍，此
次发行的纪念币一套 4 枚，包括镍
包钢材质纪念币、1/4 盎司金质纪
念币、1 盎司银质纪念币和 5 盎司
银质纪念币各 1 枚。纪念币正面
主 景 图 案 均 为 国 徽 ，下 方 刊

“2015”年号。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赵晓光在

发布会上说，该套纪念邮票安排
发行 13 枚邮票和 1 枚小型张。邮
票内容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
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及相关
历史背景。小型张画面以《大刀
进行曲》雕塑、长城、红绸、和平鸽
为主要元素。

今年 9 月 3 日，《中国人民抗
日 战 争 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七十周年》纪念邮票将在全国
范围内的纪特邮票销售网点（有
3000 余处）公开向社会销售。

据新华社南京 8 月 19 日电
1937 年 7 月，抗战全面爆发，为挽
救华北危局，八路军进驻晋察冀，
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游击队和抗日
宣传。

民族危亡之际，匹夫担当之
时。听八路军和长辈们讲日军的
种种暴行，年仅 14 岁的少年张志
廉就从老家山西五台参军。

入伍之初，张志廉在八路军总
部通信营担任勤务员。小小年纪
的他能吃苦、敢担当，出色完成信
件传递保障任务，被康克清等老一
辈革命家亲切地唤作“小五台”。

1939 年 9 月，日军第 31 大队
及伪军一部共 1500 余人，企图北
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
120 师获悉日军行动后，当即组织
部队迎敌，陈庄保卫战斗打响。

此时，已从延安军委通信学

校学成归来的张志廉，担任晋察
冀军区电台报务兵。虽然没多少
实战经验，但他凭借精湛的专业
技术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圆
满完成了上级交代的全部无线电
通讯保障任务，为战斗取得全胜
发挥了作用。

军 人 历 百 战 ，淬 火 已 成 钢 。
1942 年，张志廉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张志廉转到
了军事通信的教育战线，肩负起
为军队培养通信人才和提升军事
通信技术的重任。

三十年育桃育李，他先后在
张家口、沈阳、重庆、南京几个通
信院校工作，培养的一批批通信
尖兵走上军队建设的各个岗位，
为共和国军事通信事业的发展作
出了贡献。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大数据产业发展行动纲要

优先推动民生领域
政府数据开放

抗战胜利纪念邮币发行

张志廉

“小五台”的家国情怀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

要依法依规彻查事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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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一年仅签约 12 户 调查称 99％子女反对

以房养老“蛋糕”为何中看不中吃？
2014 年 7 月 1 日起，中

国保监会在北京、上海、广州、

武汉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

保险试点，今年4月份，第一

款“保险版”以房养老产品推

出。然而截至目前，仅有十余

户居民愿意成为“吃螃蟹”的

人。以房养老为何叫好不叫

座？“保险版”“银行版”以房养

老业务遇冷背后凸显怎样的

养老困局？

新华社发

为迎接抗战胜利 70 周
年阅兵和纪念活动，园林工
人加紧对北京长安街沿线 8
组反映百姓生活和纪念题材
的大型立体主题花坛以及
200 组容器花卉、2.5 万平方
米的地栽花卉加紧布置装
点，预计 8 月 25 日前后完工，
花卉景观将延续至国庆黄金
周后。 新华社发

“阅兵花坛”
加紧布置

◀ 8 月 19 日，园林工人
在北京西单路口组装布置主
题为“共同繁荣”的大型立体
花坛。

失控的“炸药包”
——瑞海公司调查

▶▶深度追踪

关注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

8月 19日，大昭寺广场游人如织。时下是西藏一年中气候最好、空
气最湿润、含氧量最高的时候，西藏旅游接待量也迎来一年中的最高
峰。统计数据显示，西藏旅游接待由 1981 年的 8624 人次增加至 2014
年的 1553万人次，增长近 1800倍。旅游业已经成为世界了解新西藏的
重要窗口。 新华社发

西藏旅游迎年内最高峰

图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纪
念邮票小型张”图案。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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