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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从八个方面提出了改革任务和具体要求

全面推行审批
服务“马上办、
网上办、就近
办、一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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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审批
服务标准化

3

持续开展“减证
便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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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行审批
服务集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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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便民利企
审批服务方式

7

深化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改革

8

切实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

着力提升“互联
网+政务服务”
水平

据新华社上海 5 月 23 日电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首席研
究员黄富强带领的团队近日成功
研发出治污新材料，光照 2周内，
可 明 显 改 善 水 质 ，帮 助 污 水 变
清。相关成果现已在上海、安徽、
江苏等地成功示范。

黄富强介绍，新材料由三维石
墨烯管和黑色二氧化钛混合而成，
其原理是“物理吸附+光化学催化
降解”。三维石墨烯管负责牢牢

“抓住”有毒有机物，黑色二氧化钛
作为光催化剂，可吸收高达95%的
全太阳光谱，把有毒有机物降解为
二氧化碳和水。

在上海天山公园和中山公园，
将涂覆有新材料的光降解吸附网

铺在湖面后，不动水底淤泥，吸附
网就能将有机物分解为二氧化碳
和水，进而提高水体含氧量，增强
水体自净化和生态修复能力。上
海轻工业环境保护技术研究所检
测中心检测结果显示，治理仅7天
后，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代
表性指标均从劣五类水改善至五
类水以上。

据介绍，新材料还可降解印染
废水、制革废水等工业污水，高效
吸附其中有毒重金属，添加1克多
孔新材料可吸附 1.476克铅离子，
简单酸化处理后，可被加工成高附
加值材料。目前该成果已走出实
验室，实现规模化制备，获得发明
专利5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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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3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
导意见》，对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
工作作出部署。

意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
各级党委和政府扎实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探索了“最
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马上办网上
办一次办”“一枚印章管审批”“一门式
一网式”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办法，在方
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有效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
工作作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
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意见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以更快更好方便企业和群
众办事创业为导向，围绕直接面向企
业和群众、依申请办理的行政审批和
公共服务事项，推动审批服务理念、制
度、作风全方位深层次变革。

意见在总结归纳地方典型经验

做法基础上，从八个方面提出了改革
任务和具体要求：一是全面推行审批
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要求 2018 年 10 月底前以省为
单位公布各层级政府“四办”目录。
二是深入推进审批服务标准化。聚
焦企业和群众关注的重点领域重点
事项，推进同一事项无差别受理、同
标准办理。三是持续开展“减证便
民”行动。全面清理烦扰企业和群众
的“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
等各类无谓证明。四是大力推行审

批服务集中办理。优化提升各级政
务服务大厅“一站式”功能，深化和扩
大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
五是着力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
水平。清理整合政务信息系统，加快
信息联通共用，打通数据通道，开发
便民应用，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六是创新便民利企审批服务方式。
七是深化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改革。
进一步减少中介服务事项，营造公平
竞争的中介服务市场。八是切实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

魏野畴，1898年3月出生于陕西
兴平一户农家。1919年参加五四运
动。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
他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
年，魏野畴参与发起了陕西旅京学生
联合会，并创办《秦钟》月刊，以“唤起
陕人之自觉心”。同年冬魏野畴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 年初经李大钊介绍，魏野
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春，应邀到
榆林任教，在青年学生中广泛进行革
命宣传。魏野畴在华县和榆林任教
期间，影响和培养了刘志丹、吉国桢、
潘自力、高克林、阎揆要、王子宜等一
批进步青年和学生，使他们纷纷走上
革命道路，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
为党的优秀干部和红军的骨干。

1925 年，魏野畴在西安先后领
导了驱逐军阀吴新田和反对教育界
封建顽固势力的群众运动。同年秋，
魏野畴参与组建共青团西安特别支
部，担任特别支部委员；后参加国民
党陕西省党部筹建工作。在此期间，
他创办了《西安评论》，成为当时陕西
宣传革命思想、促进革命运动发展的
重要阵地，被誉为陕西“革命舆论的
唯一指导者”。

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司令

部在西安成立，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
长。7月，中共陕甘区委改为陕西省
委，魏野畴任陕西省军委书记。此
时，国民党四处悬赏通缉魏野畴，他
在陕西已难以立足，省委同意他接受
杨虎城的邀请，前往河南展开工作。

1928年 4月 8日晚，阜阳起义因
叛徒告密提前行动，由于敌我力量悬
殊，战斗非常惨烈。在敌人的重兵包
围下，魏野畴仅率百余人突出重围，
从阜阳转移到老集，但立足未稳又遭
国民党部队包围。

魏野畴临危不惧，向敌人宣传党
的政策，动员其弃暗投明。敌人佯装
谈判，将魏野畴等人抓了起来。魏野
畴与胡怀西趁深夜看守懈怠之机，咬
断身上的绳索撤退。魏野畴考虑二人
同时撤离目标太大，故让胡怀西单独
转移，寻找组织汇报情况，自己留下坚
持斗争。敌人发现后恼羞成怒，于4月
10日凌晨将年仅30岁的魏野畴杀害。

为纪念魏野畴等烈士，永昭后
人，当地政府在阜阳建立了革命烈士
纪念馆，在王官集建立了“四九”起义
纪念馆，在太和县草寺集修建了革命
烈士墓和纪念碑，成为干部群众学习
和弘扬革命精神生动的课堂。

（据新华社西安5月23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3日电 经
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四批改
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全面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
各地区、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认识复制推
广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的重
大意义，将复制推广工作作为贯彻新
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着力推动制
度创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
场活力，逐步构建与我国开放型经济
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模式，不
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通知》明确，上海等 11个自由

贸易试验区结合各自功能定位和特
色特点，全力推进制度创新实践，形
成了第四批改革试点经验。此次复
制推广的改革事项共30项。在全国
范围内复制推广改革事项 27项，其
中，服务业开放领域包括扩大内地与
港澳合伙型联营律师事务所设立范
围、国际船舶运输领域扩大开放等5
项；投资管理领域包括一般纳税人登
记网上办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一企一证”改革等6项；贸易便利化
领域包括铁路运输方式舱单归并新
模式、海运进境集装箱空箱检验检疫
便利化措施、进境保税金属矿产品检
验监管制度等9项；事中事后监管措
施包括企业送达信息共享机制、边检
服务掌上直通车等 7项。在特定区
域复制推广改革事项3项，包括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四自一简”监管创新、

“保税混矿”监管创新等。

据新华社广州5月23日电 中国
广核集团23日对外通报表示，我国自
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示范项目
——中广核防城港核电二期工程3号
机组穹顶吊装顺利完成，这标志着作
为英国“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参考电
站的防城港3号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
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进一步稳
步推进工程建设奠定基础。

据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新闻
发言人宫广臣介绍，穹顶是核电站安全
的重要屏障，是保证反应堆厂房完整性
和密封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防城港3号机组穹顶是一个直径
为45米、高13.6米、由70块壁板组成
的双曲面半球体，面积相当于4个标
准篮球场的大小，其内部设置有安全
系统和控制系统，自重220多吨，加上
穹顶内诸多安装管道及钢索等吊具，
其起吊总重达260吨，吊装难度很大。

“此次穹顶吊装，我们创新使用
了三维建模等智能核电建造技术，对
穹顶吊装过程进行沙盘推演，提前发
现吊装难点并制订解决方案，确保穹
顶精准就位，一次吊装成功。”中广核
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龙一号示
范项目总指挥郭宗林说。

他表示，施工单位提前8天实现穹
顶吊装，这是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工
程建设按计划有序推进的良好见证。

防城港3号机组采用的是中国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
一号”，设备国产化率近90%，满足全面
参与国内、国际核电市场竞争要求。

英国布拉德维尔B（BRB）核电站
项目将采用“华龙一号”技术，并以广西
防城港核电二期项目为参考电站。中
广核集团通报表示，目前拟使用在
BRB项目的“华龙一号”，已进入英国
通用设计审查（GDA）的第二阶段审查
工作，预计年内将进入第三阶段审查。

综合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5月 22日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韩国总
统文在寅，双方讨论了计划中的美朝
领导人会晤等问题，并承诺将推进朝
鲜半岛无核化。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会见后举
行的记者会上说，特朗普与文在寅就
计划中的美朝领导人会晤等问题进
行了交流，会谈富有“建设性”。

当天中午，特朗普在会谈前与文
在寅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他与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可能不会
在6月 12日举行”。他说，如果会晤

没有在既定时间举行，或许会在晚些
时候举行，目前正在沟通中。

文在寅则表示，韩方期待美朝领
导人会晤，并将全力支持会晤取得成
功。

特朗普本月 10 日宣布，将于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与金正恩举行会
晤。

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16
日发表谈话说，如果特朗普政府想强
迫朝鲜单方面弃核，朝方或将重新考
虑是否参加朝美领导人会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3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希望
朝美双方能够抓住机遇、相向而行、
排除干扰，期待朝美领导人会晤顺利
进行并取得积极成果。

陆慷表示，当前，半岛问题政治
解决进程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大
家也都注意到，朝美双方仍然继续
在为领导人会晤做准备。我们希望
有关各方特别是朝美双方能够抓住
机遇，相向而行，排除干扰，平衡解
决各自关切。我们还是期待朝美
领导人会晤顺利进行并取得积极
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3日电 23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多
项加快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
安全的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一要大力引进和
繁育良种奶牛，建设国家核心育种
场。加强优质饲草料生产。发展标准
化规模养殖，建设优质奶源基地。二
要强化质量安全监管，修订提高生鲜
乳、灭菌乳等国家标准，建立全过程质
量追溯体系。力争3年内显著提升国
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品质、竞争力和
美誉度。三要强化金融保险、奶畜养
殖用地等支持，为奶业振兴创造条件。

据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农业农村部将加强对奶牛养殖
场、生鲜乳收购站、运输车三个重点环
节监管，着力构建严密的全产业链质
量安全监管体系。整合提升生鲜乳收
购站运输车监管监测信息系统，实现
生鲜乳收购运输的信息化、精准化管
理。开展生鲜乳专项整治行动，坚决

整改、取缔不合格奶站和运输车，严厉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组织实施全国生
鲜乳质量监测计划，加大风险隐患排
查，确保乳品源头质量安全。

为推动奶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农业农村部将启动优质奶牛种公牛
培育技术应用示范项目，完善奶牛生
产性能测定工作，遴选一批国家奶牛
核心育种场，提升奶牛良种繁育水
平；继续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
动，新建高产优质苜蓿基地50万亩；
支持奶牛养殖场转型升级和家庭牧
场发展，引导适度规模养殖。

同时，推广应用奶牛场物联网技
术和智能化技术设施设备，推进“数字
奶业信息服务云平台”建设试点；指导
奶业主产省尽快建立生鲜乳价格协商
机制，开展生鲜乳质量第三方检测试
点，完善奶业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整
顿生鲜乳收购秩序，依法查处和公布
不履行生鲜乳购销合同以及凭借购销
关系强推强卖兽药、饲料等行为。

国务院印发通知

做好自贸试验区第四批
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

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多项措施

力争3年显著提升国产奶粉品质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魏野畴：革命潮流不可阻挡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部署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特朗普称美朝领导人会晤可能会推迟，我外交部表示——

希望朝美相向而行平衡解决各自关切

5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
宫欢迎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新华社发

穹顶吊装
一次成功

5月23日，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示范项目——中广核防城港核电二期工程3号机组穹顶成功吊装。 新华社发

光照两周 污水变清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公园湖面一角铺
设了治污材料，效果明显。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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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销毁罚没的砗磲、玳瑁等制品。当日是
第19个“世界海龟日”，中国海龟保护联盟在海南三亚宣布成立。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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