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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国家发
展改革委23日称，截至2016年7月底，
国家发改委两批公开推介的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中，已有619个
项目签约，总投资10019.1亿元。

2015年5月，国家发改委建立了
首个国家部委层面PPP项目库，第一
批向社会公开推介了 1043个项目、
总投资1.97万亿元，第二批公开推介
了1488个项目、总投资2.26万亿元。

其中，第一批 1043 个 PPP 项目

中，因多种因素变化而不再采用PPP
模式的项目为254个，其余789个项
目中已签约456个、总投资8151.7亿
元，占比分别为57.8%、56.6%。从行
业分布看，签约项目主要集中在市
政、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学校、
医院、体育等公共服务领域。

第二批PPP项目中，除部分不再
采用PPP模式的项目外，其余项目已
签约 163个、总投资 1867.4 亿元，占
比分别为16.8%、12.2%。

据新华社福州 8月 23日电 日
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及《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这标
志着福建成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试
验区，将引领带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和体制改革。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
负责人表示，实施方案中体现了有关
生态文明改革试验的诸多特色亮
点。一方面，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针
对一些目前尚缺乏成功案例和经验
的重点、难点领域，探索可复制、可推
广的有效模式，为其他地区探索改革
的路子，如开展省级空间规划编制试

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行省以下
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开
展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确权登记和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编制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建立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等。

另一方面，发挥地方首创精神，开
展一些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制度试
验，如继续推广水土流失治理“长汀经
验”，建立环境资源保护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无缝衔接机制和全过程全方位
的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体系，推进重点
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试点，建
立完善以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和促进
上游欠发达地区发展为导向、统一规
范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
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23日对
外发布，明确九大方面54种需要追责
的情形。这份文件是在当前国企改革
的大背景下制定的，旨在通过制度安
排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目标是什么

“在2017年年底前基本形成国有
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和责
任倒查机制”，“在2020年年底前全面
建立覆盖各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及国有企业的责任追究工作体系，形成
职责明确、流程清晰、规范有序的责任
追究工作机制”。根据意见确定的时间
表，到2020年，要能够做到“对相关责
任人及时追究问责，国有企业经营投资
责任意识和责任约束显著增强”。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认为，尽管此前也有对于国企违规经
营投资追责的一些制度性安排，但都
分散在各个方面，没有成体系，而此次
发布的意见做了系统性的制度规定。

范围是哪些

根据意见，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
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内部管理
规定，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造成
国有资产较大或重大损失，以及其他
严重不良后果的，应当追究责任。

追责范围包括九个方面的情形：
集团管控、购销管理、工程承包建设、
转让产权及上市公司股权和资产、固
定资产投资、投资并购、改组改制、资
金管理、风险管理等。

比如，在投资并购方面可以被追
责的情形包括：未按规定开展尽职调
查，或尽职调查未进行风险分析等，存

在重大疏漏；违反合同约定提前支付
并购价款等。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明确“实行重
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这意味
着无论是否已经离开了企业，相关责
任人都要承担应有的责任。

方式有几种

在责任追究处理上，意见明确了
组织处理、扣减薪酬、禁入限制、纪律
处分、移送司法机关等五种方式。这
几种处理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
合并使用。

一旦被认定发生国企资产损失，
相关责任人不仅将面临从“批评教育”
到“免职”等不同程度的组织处理，还
可能同时面临经济上的严惩。

根据意见，扣减薪酬包括扣减和
追索绩效年薪或任期激励收入，终止
或回收中长期激励收益，取消参加中
长期激励资格等。此外，如果被给予

“禁入限制”的处分，相关责任人将“五
年内直至终身不得担任国有企业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据新华社旧金山8月 23日电
由美国知名学府麻省理工学院主
办的《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23
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第 16届全球
35岁以下创新者榜单，6名中国人
入选。

这份年度青年创新者榜单旨
在表彰正在成为各自领域领军人
物的杰出青年创新人士。

6名上榜的中国人分别是发明
者类别中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
利分校博士后高伟、前百度深度学
习实验室主任研发架构师和首席
设计师顾嘉唯，科技先锋类别中的
IBM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庆、伊
利诺伊大学助理教授刁莹、清华大
学副教授张一慧以及南京大学教
授朱嘉。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于
1999年设立全球35岁以下青年创
新者榜单，从 2002 年开始每年更
新。以往的入选者包括雅虎创始
人杨致远、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
伯格等科技界名人。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3日电 记
者从 23日在北京召开的 2016 北京
国际出版论坛上获悉，2015年我国
国民数字化阅读率达到64%，超过纸
质图书阅读率 5.6 个百分点，其中
60%的成年国民曾进行过手机阅读。

数据同时显示，2015年，中国数
字出版产业收入规模达到4403.9亿
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30%。

庞大的网络用户群体和日益旺盛
的数字内容消费需求，为中国数字出
版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近年
来，传统出版单位加大了数字出版的
业务布局，积极寻求产品和模式上的

创新突破；网络文学、有声读物、自媒
体等新兴形态蓬勃兴起，消费热点层
出不穷，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了互联
网企业、电信运营商、电子商务企业广
泛参与，同时还涌现出了大批新媒体、
动漫、游戏等新兴出版企业，数字出版
阵营不断壮大。

今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审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数字出版”作为新兴文化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写入国家
的五年发展规划，这必将进一步助推
我国的数字出版发展。

日前，广州、青岛等地海关接连打

掉多个走私冻品的犯罪团伙。查获的

冻牛杂、帝王蟹等货品数以千吨计，估

算案值超 10 亿元。更严峻的是，冻品

走私呈现贩售“一条龙”特点。惟有加

强监管的无缝对接，方能斩断这条流

向百姓餐桌的“污流”。

广州、青岛等地海关破获的案件，

是庞大冻品走私犯罪的冰山一角。全

国海关打击走私“国门利剑 2016”联合

专项行动成果显示，今年上半年查获

农产品走私犯罪案件 372起，其中冻品

走私案件 133 起，查证涉案冻品 16 万

吨，案值巨大。

冻品走私，对于百姓菜篮子安全

的威胁绝对不能轻视。在低廉价格的

背后，隐藏的是禽流感、口蹄疫、疯牛

病、重金属残留超标等致病隐患，给百

姓健康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冻品走私虽

屡遭执法部门严厉打击，但不仅始终病

根难除，甚至还形成境外组织货源、海陆

联合贩运入境、境内转销分赃的“一条

龙”网络。遏制猖獗的冻品走私犯罪，就

需要深刻分析原因、精准对症下药。

冻品走私屡禁不止的背后，既有

无良商人触碰道德与法律的红线，也

有少数互联网平台协助逃避监管、助

纣为虐，更有政府职能部门在履职过

程中存在监管的缝隙与真空。

民以食为天，食以洁为先。针对

食品安全存在的隐患，惟有用最严谨

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

罚、最严肃的问责，形成科学完善的食

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才能力保公众

“舌尖上的安全”。

维护餐桌的安全防线，少不了广

大公众的积极参与。筑起捍卫食品安

全的铜墙铁壁，更离不开各地各职能

部门的尽职尽责与通力协作。必须打

破部门间职权壁垒，加强执法信息与

线索共享，尤其杜绝只管一摊、推诿扯

皮的官僚作风。当务之急，需用最短

时间填补监管中存在的真空与缝隙，

以监管无死角斩断走私“一条龙”。

（据新华社济南8月23日电）

国企违规经营投资追责制度出台

重大决策终身追责

斩断冻品走私链保“舌尖上的安全”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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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中国人入选
全球青年创新者榜单

国家发改委推介PPP项目
签约总投资上万亿元

福建成全国首个生态文明试验区

中国人数字化阅读率超六成

8月23日，在河南滑县，秦氏绢艺艺人王顺娇在制作《蝈蝈白菜》。秦氏
绢艺始于明末，兴于清代，作品以丝绢为材质，均为手工制作，主要有选料、上
浆、着色、剪贴、压缩、彩绘、装置整形等工序。2007年2月，秦氏绢艺被列入
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新华社发

“蝈蝈白菜”展绢艺绝技

据新华社上海 8 月 23 日电
记者从23日举行的2016年上海市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未
来五年上海将建立《上海市民个人
诚信档案》，以个人信用记录规范
市民公共行为，培养知法守信的意
识和习惯。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指出，建立《上海市民
个人诚信档案》，有助于形成守法
守信光荣、违法失信可耻的社会氛
围，是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要求的具体表现。

据介绍，围绕《上海市民个人
诚信档案》创建工作，上海未来五
年将重点推进实施交通出行、居住
领域信用管理制度，拓展失信惩戒
范围，增强《上海市民文明居住行
为规范》等文明公约的权威性和约
束力，综合运用舆论、经济、行政、
法律、技术等手段，打击失信行为，
健全信用奖惩机制。

上海将建立
市民个人诚信档案

8月 23日，救援直升机和救助船演练协同开展海空立体救助。当日，
2016年救捞系统南部海区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三亚凤凰岛附近海域举行。
本次演练分为搜救课目演练和救助船舶操纵技能及装备性能展示，进一步提
升了救捞力量联合应对海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水平。 新华社发

救捞系统南部海区应急救援
综合演练三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