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

上级部门不得随意将

任务转嫁给乡镇政府

据新华社电 北京市委、市政

府 11 日向社会公布《关于加强乡

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实施意

见》，提出扩大乡镇政府服务管理

权限，按照权力下放、权责一致的

原则，推进“放管服” 改革等举措。

意见明确要求扩大乡镇政府

服务管理权限。 按照权力下放、权

责一致的原则，推进“放管服” 改

革。 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市、区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行使的行政强

制和行政处罚措施，以及行政许可

事项外， 对直接面向人民群众、量

大面广、由乡镇服务管理更方便有

效的各类事项依法下放乡镇政府，

重点扩大乡镇政府在农业发展、农

村经营管理、安全生产、规划建设

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安全、防

灾减灾、扶贫济困等方面的服务管

理权限。 市、区政府职能部门不得

随意以落实属地责任等为名将工

作任务转嫁给乡镇政府。

重庆:

全面试行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

据新华社 9 月 11 日电 重庆

市日前印发了相关实施方案，从今

年起在全市范围内试行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 以破解 “企业污

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 困局。

重庆市环保局法规处副处长刘

洪平介绍，开始试行的重庆市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除中央规定的“发

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等实

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情形外，还明

确了非法排放有毒有害物质、致使森

林或者林木死亡 50立方米以上等八

种启动赔偿的具体情形。

在前期的改革探索中，重庆市

共选定了 4 个破坏生态环境案例

探索生态赔偿方式、 索赔途径、诉

讼规则等。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1 日从

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 今年以

来，铁路总公司安全优质推进铁

路建设， 全国铁路 1 至 8 月完成

投资 4612 亿元，新线开通 960 公

里。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

负责人介绍，铁路总公司以在建

和年内投产项目为重点，有序推

进铁路建设。 一是加大项目前期

工作力度，目前今年计划新开工

项目已批复 23 个， 投资规模

4033 亿元；二是加快推进在建重

点项目， 全国铁路开通新线 960

公里，其中高铁 911 公里，渝贵、

江湛、昆楚大等重点工程项目顺

利开通运营； 三是积极推进铁水

联运和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 1

至 8 月份， 全国铁路完成投资

4612 亿元，为年度计划的 63%。

该负责人表示，1 至 8 月份，

中西部地区累计完成铁路基建投

资 2310 亿元，占全国铁路基建投

资的 68.1%。 2018 年中西部地区

计划安排新开工项目 16 项，其中

12 个项目已批复可研。

前 8 月全国开通

铁路新线 96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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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 11 日从

交通运输部获悉， 由交通运输

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多部

门组成的网约车、顺风车安全专

项工作检查组将陆续进驻首汽

约车、神州专车、曹操专车、易到

用车、美团出行、嘀嗒出行、高德

等网约车和顺风车平台公司，开

展安全专项检查。

据了解，针对近期顺风车安

全事故频发的情况，交通运输新

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决

定，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网约车、

顺风车平台公司的公共安全、运

营安全和网络安全等专项检查。

根据部署，9 月 5 日至 9 日，联合

检查组进驻滴滴公司，已基本完

成了现场检查、数据对接、问询

谈话等阶段性检查工作，目前正

在进行总结分析。

据新华社电 中国军队参加

的“东方 -2018” 战略演习,11 日

在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楚戈

尔训练场正式拉开帷幕。 在未来

几天时间里,中俄两军官兵将密

切协作共同上演一场规模空前

的战略级联合战役演习。

作为俄军四大战略演习之一

的“东方” 系列演习,在俄军演习

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今年俄方

参演人员超过 30 万,参演装备车

辆 3.6万台、各种飞机 1000余架、

舰船近 80艘,堪称“史无前例” 。

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

中国军队于 8 月中下旬至 9 月中

旬赴俄参加“东方 -2018” 战略

演习。 中俄两军战略指挥机构共

同组建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机

构分别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

战区、俄联邦武装力量东部军区

派出。 中方参演兵力约 3200 人,

各型装备车辆 1000 余台,固定翼

飞机和直升机 30 架。

这是中国军队经过革命性改

革重塑后首次以军委联合参谋部

为主、抽组军委机关相关部门精

干人员编成中方导演部赴境外

组织联合战役行动演练,也是中

国军队历史上派兵出境参演规

模最大的一次。

根据联合战役演练计划,9

月 11 日至 13 日, 中俄双方受训

指挥机构将完成联合作战筹划、

组织作战协同、指挥部队行动等

演习任务, 实兵行动演练主要围

绕抗敌进攻、 强渡水障、 火力突

击、进攻准备、转入进攻等展开,

重在检验部队在生疏环境下的实

战能力。 9 月 13 日,实兵实弹演

练结束后进行沙场阅兵。

教师节这天， 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

出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的

教育命题， 强调全社会要担负

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

青少年时期， 是一个人价

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主观上

要靠青少年主动勤学、修德、明

辨、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

实实做人。另一方面，营造什么

样的社会环境， 树立什么样的

价值导向，也很重要。

近年来， 中国梦深入人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正风反腐

激浊扬清， 奋斗精神日益昂扬，

都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

价值正能量，营造了不断好转的

社会环境。 但也应正视，一些错

误价值观依然暗流涌动，一些歪

风邪气依然有其市场。

比如，有的网络平台、综艺

节目信奉“娱乐至上”“流量为

王” ，不断编织一夜成名、一夜

暴富的神话； 有的人热捧一些

外表光鲜、缺乏品质的所谓“偶

像”“网红” 博取眼球，牟取商

业利益； 有的网络游戏存在低

俗暴力倾向， 打着虚拟世界的

旗号歪曲历史、恶搞英雄；有的

靠“贩卖” 焦虑、鼓噪欲望收割

流量，渲染不思进取、颓废悲观

等负面情绪。 凡此种种，引发社

会各界的担忧和反思。

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这

个“德” ，既是指个人的私德，也

是指社会的公德、大德。 让青少

年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

爱大德大情怀的人，家庭、学校、

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好家风，滋

养孩子们的心灵；好学风，激励

孩子们求知问学；好政风，为孩

子们成长增添助力；好的社会风

气，尤其是正确价值导向，更是

孩子们健康成长的阳光。

既立德，又除弊，扫除各种

不良现象， 让清风正气铺筑成

长之路， 培养担当重任的有用

人才， 这是全社会都有责任的

一道必答题。

新华社 9 月 11 日电

用清风正气扣好

“第一粒扣子”

辛识平

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组成检查组

进驻七家网约车平台公司

“东方 -2018” 战略演习开始

中俄军队联合上演规模空前的战略战役演习

“中国天眼” ：两年发现 44 颗新脉冲星

被誉为“中国天眼” 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经过两年的紧张调试工作，现已经实现了跟踪、漂移扫描、运动中扫

描等多种观测模式。 截至目前，“中国天眼” 已发现 59 颗优质的脉冲星候选体，其中有 44 颗已被确认为新发现的脉冲星。 图为 9 月 10

日无人机拍摄的“中国天眼” 全景。 新华 / 传真

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俄罗斯

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中俄地方领导

人对话会。

两国元首在听取双方代表汇

报本次对话会情况和中俄地方合

作情况后，分别致辞。

习近平指出， 中俄互为最大

邻国和最重要的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 双方加强

合作，深化利益交融，有利于携手

化解外部风险和挑战， 促进共同

发展振兴。 地方合作在中俄关系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国家合作要

依托地方、落脚地方、造福地方。

地方合作越密切， 两国互利合作

基础就越牢固。 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中俄地方合作面临着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同时也迎来了新

的历史性机遇。

习近平就未来两国地方合作

提出四点建议。 一要发挥地方政

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切实优化

政策环境，鼓励更多地方结好，为

两国企业相互投资营造更优质的

营商环境、更便利的合作条件。 二

要创新合作思路，拓展合作地域，

善用合作平台，发展好现有机制，

深入探讨推进区域合作新方式。

三要深挖互补优势， 突出地方特

色，实现合作精准对接，整合优质

资源，激发合作内生动力，化优势

为收获，打造合作亮点。 四要密切

人文交流， 强化合作的主流民意

和社会基础，推动两国地方文化、

旅游、教育、媒体等领域交流机制

化、常态化，增进彼此好感和认同

感。

习近平强调，今年年初，我同

普京总统决定 2018 年至 2019 年

举办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 将地

方合作确定为今明两年双方合作

主线。中俄地方合作正当其时。两

国政府将支持各地方做大合作蛋

糕，共享合作成果。 希望中俄两国

各省州代表借助中俄地方合作交

流年的东风， 共同开启中俄地方

合作新时代， 为两国关系发展添

砖加瓦。

普京表示， 地方合作是俄中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重要组成

部分。 很高兴两国地方开展了密

切的经贸和人文交流合作。 俄罗

斯政府欢迎中国企业来俄罗斯投

资兴业， 愿继续为加强两国地方

合作提供良好条件和环境。 新形

势下， 俄中双方要以地方合作交

流年为契机，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增进民间友好， 推动两国地方合

作取得更多惠及两国人民的成

果。

本次对话会的主题是 “新时

代的中俄地方合作” 。 来自中国内

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

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四

川省、广东省等 9 个省、自治区的

负责人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巴

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州、犹太

自治州、后贝加尔边疆区、鞑靼斯

坦共和国、下诺夫哥罗德州、伊尔

库茨克州、莫斯科州、斯维尔德洛

夫斯克州、雅罗斯拉夫尔州、图拉

州、 车臣共和国等 13 个联邦主体

的负责人参加对话会。

对话会后， 两国元首共同乘

车前往远东风采街。 习近平和普

京抵达远东风采街时， 当地青少

年表演中华武术，欢迎两国元首。

习近平同普京随后观看了阿穆尔

州经济发展和对华合作图片展以

及黑龙江省和阿穆尔州传统手工

艺展， 听取了黑龙江省和阿穆尔

州人文领域友好交流情况介绍。

两国元首随后参观了鱼市和俄罗

斯青年高技术展。 两国元首兴致

盎然，尝试制作当地特色食品，还

与民众亲切互动。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

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和普京共同出席

中俄地方领导人对话会

他山之石他山之石

据新华社电 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 1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 1 至 8 月, 我国汽车产销量分

别为 1813.47 万辆和 1809.61 万

辆,继续保持小幅增长,增速与 1

至 7 月比呈现一定回落。

中汽协数据显示,1 至 8 月,

乘 用 车 产 销 1531.88 万 辆 和

1519.26 万辆,同比增长 1.92%和

2.60%; 商用车产销 281.58 万辆

和 290.35 万辆,同比增长 7.69%

和 8.71%。

1 至 8 月, 中国品牌汽车销

量前十家企业为上汽、 吉利、长

安、东风 、北汽 、长城 、奇瑞 、一

汽、广汽和江淮。 今年前 8 个月,

这十家企业共销售 749.16 万辆

汽车。

1至 8 月我国汽车

产销量小幅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