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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经李克强
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在全国推
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
知》
）。
《通知》指出，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
优化服务，
落实
“证照分离”
改革要求，
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
全面改革审批
方式，精简涉企证照，加强事中事后综合监
管，
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进一步营造稳定、
公
平、
透明、
可预期的市场准入环境，
充分释放
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 2018
年 11 月 10 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对第一批 106
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
分别按照直接取消审
批、
审批改为备案、
实行告知承诺、
优化准入
服务等四种方式，
实施
“证照分离”
改革。
《通知》明确了改革的重点内容。一是

明确改革方式。纳入第一批“证照分离”改 以信息归集共享为基础、以信息公示为手
革范围的涉企行政审批事项中，取消审批 段、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制度。
的有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资格认定等 2 项， 贯彻“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原
市场主体办理营业执照后即可开展相关经 则，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构建全国统一的
营活动；改为备案的有首次进口非特殊用 “双随机”抽查工作机制和制度规范，探索
途化妆品行政许可 1 项，市场主体报送备案 建立监管履职标准。四是要加快推进信息
材料后即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实行告知 归集共享。进一步完善全国和省级信用信
承诺的有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等 19 项， 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有关部门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 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实现市场主体基础
交有关材料的，当场办理审批；优化准入服 信息、相关信用信息、违法违规信息归集共
务的有外商投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等 80 享和业务协同。
余项，针对市场主体关心的痛点难点问题，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精简审批材料，提高登记审批效率。二是 民政府要加强统筹，层层压实责任，确保积
统筹推进“证照分离”和“多证合一”改革。 极稳妥地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各地区、
有效区分“证”、
“照”功能，让更多市场主体 各部门要结合实际，针对具体改革事项，细
持照即可经营，着力解决“准入不准营”问 化改革举措和事中事后监管措施，于 2018
题 ，真 正 实 现 市 场 主 体“ 一 照 一 码 走 天 年 11 月 10 日前将具体措施报送备案并向
下”。三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快建立 社会公开。

我国首个大型太阳能
光热示范电站投运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记者安娜 高敬）
中国广核集团 10 日在北京宣布，我国首个大型商
业化光热示范电站——中广核德令哈 50 兆瓦光
热示范项目正式投运。
太阳能光热发电清洁环保，与光伏发电相比，
具有连续、稳定的优势，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光伏
发电的不足，具备成为基础负荷电源的潜力。我国
在该领域起步较晚。
“中广核德令哈项目是国家能源局批准的首
批 20 个光热示范项目中第一个开工建设、也是截
至目前国内唯一并网投运的项目。”中国广核新能
源控股公司总经理李亦伦介绍，项目位于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戈壁滩上，占
地 2.46 平方公里，相当于 360 多个标准足球场的
面积，采用槽式导热油集热技术路线，配套 9 小时
熔融盐储热，
可实现 24 小时连续稳定发电。
“通过德令哈项目的建设，我们摸索出一系列
高海拔寒冷地区的光热项目技术实施方案，开创
了全球光热电站冬季低温环境下注油的先例。”中
广核新能源德令哈公司总经理王志刚说，项目投
运后年发电量可达近 2 亿度，与同等规模的火电
厂相比，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6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
等气体排放 10 万吨。
此外，记者从中广核了解到，依托德令哈项
目，中广核还获批建设了国家能源光热研发中心，
编制了光热发电技术标准体系。
“德令哈项目的正式投运，标志着中广核已具
备大型光热电站系统集成的核心能力，
初步具备建
成我国光热产业链的能力。”中广核新闻发言人袁
昌红说，
德令哈项目及国家能源光热研发中心将为
我国未来大规模推广光热发电项目提供重要支持。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记者侯晓晨）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 1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从三方面
对美国所谓
“重建中国”
论调进行驳斥，
敦促美方
端正心态、
尊重事实，
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有记者问：最近美国领导人多次声称，过去
20 多年，
美国对华贸易产生了巨额逆差，
送给了
中国大量财富，相当于美国“重建”了中国。中方
有何评论？
陆慷说，美国领导人的说法把中国的发展
成就归功到美国身上，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逻
辑上也根本站不住脚。
第一，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都是靠自
己。中国迄今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靠的是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靠的是坚定不移推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靠
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当然，中国不
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敞开大门同各国开展
互利共赢合作。作为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中国
的发展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恐怕也
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实力来“重建”
中国？！
第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多重客观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中方在今年 9 月发布《关于中
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中，已对
此作了全面的阐述，概括地说，美对华贸易逆差
是由中美两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定
的。对此美国的经济学家早有公论。中国的对外
贸易一贯遵循市场规律，做的是公平买卖。美国
从中国买的多、向中国卖的少，
特别是在向中国
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方面自我设限，自然会出现
逆差。
美方就此指责中方，
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第三，中美双边贸易绝非所谓美国送给中
国财富的“单行道”。
长期以来，
美国从中美经贸
合作中获得广泛、巨大的经济利益。
根据美中贸
易全国委员会等机构估算，中美贸易平均每年
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 850 美元成本。根据中国
商务部的统计，2016 年美国企业实现在华销售
收入约 6068 亿美元，利润超过 390 亿美元。德意
志银行今年 6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实
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过程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
益。
这些数据和分析都说明，
中美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
赢的。
吃亏做买卖的事没人愿意干，
更别说长达 20 多年。
陆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端正心态、尊重事实，停止对
中国的无端指责，正确看待中国、中美经贸关系，多做有利
于中美两国工商界和消费者的事。

新疆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额尔齐斯大峡谷景区（10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晓龙 摄

新疆首个世界地质公园开园
新华社乌鲁木齐 10 月 10 日电
（记者 张晓龙）新疆可可托海世界
地质公园 10 日正式开园。这片位于
阿尔泰山南麓、额尔齐斯河源，面积
2337.9 平方公里的区域，是新疆第一
家世界地质公园。
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由额尔齐
斯大峡谷、三号矿、萨依恒布拉克、可
可苏里以及卡拉先格尔五大景区组
成，
拥有峡谷河源、沼泽湿地、寒极湖
泊等多种自然景色。
在 2005 年和 2012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年，
可可托海先后成为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 5A 级风景区。去年 5 月，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批准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
园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
可可托海曾是我国著名独立工
矿区，自 1935 年被发现后，经历了半
个多世纪的开采。
由可可托海矿区出
产的钽、铌、钾、锂、铍等 80 余种矿
物，为我国航天工业、国防工业及偿
还外债做出重大贡献，
可可托海因此
被称为“功勋矿区”。

呵护孩子心理健康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记者张泉） 题，影响着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社会
儿童青少年处于身体发育、世界观形成的 经济地位的人群。
重要阶段，其“心理问题”如果未能受到足
由于儿童的发育尚未完善，其心理状
够重视并及时解决，将会对未来成长造成 态的表达不如成年人明确。因此，表面上
不利影响，严重的可能导致心理障碍。第 27 “风平浪静”的儿童，其内心可能并不平静。
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来临之际，儿童青少 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状况也并非无迹可
年心理健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寻。专家认为，当孩子的心理行为或情感表
中国科技馆党委书记苏青在 2018 年北 现与其年龄不符，或当孩子的行为及情感
京市心理健康体验周活动开幕式上表示， 给本身或身边人造成持续、反复多次的痛
精神发育障碍疾病已成为全球性卫生问 苦时，
就可能有了“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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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如果发生心理健康问题，首
先要及时处理诱因，并通过体育锻炼、放松
训练等进行积极自我调整，同时可以寻求
专业帮助，通过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更快
解决问题。
“要围绕健康生活理念等内容，开展多
种形式的健康传播活动，营造人人关注心
理健康、人人参与心理健康的良好社会氛
围。
”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贺胜说。

刘愿庵：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
记者 李浩
刘愿庵，1895 年生，字坚予，陕西咸阳人。1908 年
随父移居南昌，入大同中学读书。1923 年初，他参加了
共产党人恽代英在成都组织的“学行励进会”，
发行《励
进周刊》，
传播革命思想。
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刘愿庵被推举为在
宜宾成立的“叙州五卅惨案后援会”的负责人之一，领
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刘愿庵领导成都党的地下组织同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1928 年 6 月，刘愿庵赴
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委
员。六大后，刘愿庵领导了四川省委的重建工作。1929
年 2 月，在成都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正式选举
刘愿庵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记。
1929 年 6 月，领导了邝继勋、罗世文等发动川军第
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的遂（宁）蓬（溪）起义，成立了中
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中共四川省
委正式成立后，
刘愿庵任省委书记。
1930 年 5 月 5 日，由于叛徒出卖，刘愿庵在重庆被
捕。军阀刘湘妄图以“院长”
“厅长”等高位和每月薪俸
二百元大洋为诱饵，要他脱离革命，退出共产党。刘愿
庵坚决拒绝了反动军阀当局的劝降利诱和死亡威胁，
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930 年 5 月 7 日，刘愿庵
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英
勇就义，
时年 35 岁。
（据新华社西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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