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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近日，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
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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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围绕更大激发市场
活力，聚焦平台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
题，加大政策引导、支持和保障力度，落
实和完善包容审慎监管要求，推动建立
健全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
管机制，着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为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意见》
提出了五个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优化完善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企业合规成本。推进登记注册便利化，

进一步简化平台企业分支机构设立手
续，放宽新兴行业企业名称登记限制；
清理和规范制约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
行政许可、资质资格等事项，指导督促
有关地方评估网约车、旅游民宿等领域
的政策落实情况，优化完善准入条件、
审批流程和服务；加快完善新业态标准
体系，为新产品新服务进入市场提供保
障。

二是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实行包
容审慎监管。探索适应新业态特点、有
利于公平竞争的公正监管办法，分领域
制定监管规则和标准，在严守安全底线
的前提下为新业态发展留足空间；科学
合理界定平台责任，加快研究出台平台
尽职免责的具体办法；建立健全协同监

管机制，积极推进“互联网+监管”，维
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三是鼓励发展平台经济新业态，加
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发展“互联网+服
务业”，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基于互联网
的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养老家政、文
化、旅游、体育等新兴服务领域；发展

“互联网+生产”，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推进“互联网+创业创新”，依托
互联网平台完善全方位创业创新服务
体系；加强网络支撑能力建设。

四是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夯实
新业态成长基础。加强政府部门与平
台数据共享，上线运行全国一体化在线
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共享服务系统；
加大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开放力度，

支持平台提升管理水平；建成全国统一
的电子发票公共服务平台，尽快制定电
子商务法实施中的有关信息公示、零星
小额交易等配套规则。

五是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合
法权益，强化平台经济发展法治保障。
抓紧研究完善平台企业用工和灵活就
业等从业人员社保政策，开展职业伤害
保障试点；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督促
平台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和举报机制；
完善平台经济相关法律法规。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
职责分工抓好贯彻落实，压实工作责
任，密切协作配合，切实解决平台经济
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动各项政策措
施及时落地见效。

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促进
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在8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促进平台
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要落实和完善包容
审慎监管要求，推动建立健全适应平台
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着力营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意见提出，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
境，夯实新业态成长基础。国家发展改
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孙伟
说，我国大力开展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
享，推进“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充
分发挥数据在便利群众和企业办事中
的作用，助力“放管服”改革。

“下一步将加快发布第三批部门数
据共享责任清单，持续扩展数据共享范

围，深化政务数据共享共用。建立完善
政府共享企业数据制度，促进政企间数
据高效、有序流通，进一步激发数据活
力。”孙伟说。

意见明确，要积极发展“互联网+
服务业”，大力发展“互联网+生产”，深
入推进“互联网+创业创新”，加强网络
支撑能力建设。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局长韩夏说，将进一步深入推进工业互
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推进工业互联网创
新发展工程；进一步夯实网络基础，加
快推进“5G+工业互联网”发展，打造工
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加快应用推广，
推进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加强政产学
研用协同，打造互促共进、合作共赢的
良好生态。

作为平台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电
子商务在品牌培育方面有突出优势。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司长骞芳
莉说，在品牌建设方面，商务部将重点
培育线上线下融合的数字商务企业，打
造一批“小而美”的网络品牌；进一步发
挥进口博览会作用，拓展电商进口渠
道，引进优质品牌，便利居民消费，促进
国内产业在竞争中转型升级；继续资助
贫困地区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着力
打造农产品品牌，探索长效化扶贫机制。

意见明确，对平台经济要创新监管
理念和方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司负
责人韦犁说，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技术
带动的商业模式，对这些新的业态，一
定要持包容审慎的态度。

“但是包容审慎不等于不监管，对于
出现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严重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要依法从严打击。所以，
包容审慎和依法监管要结合起来，让互
联网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韦犁说。

如何规范网约车、共享单车等电子
平台发展，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交通运
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人蔡团结说，要量
身定制交通运输新业态监管模式，坚持

“乘客为本、鼓励创新、趋利避害、规范
发展、包容审慎”的发展原则，继续深化
改革，促进和规范交通运输新业态的健
康发展。

蔡团结说，要打破“玻璃门”和“旋
转门”，加快网约车合规化进程，严守行
业安全稳定的底线，营造新老业态融合
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寻求最大
公约数；要加强多部门协同监管，探索
实现数字监管、信用监管、协同监管、行
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综合监管
体；要完善网约车、共享单车、汽车分时
租赁等领域信用体系。“最终要保障老
百姓出行的安全、便捷。”他说。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优化发展环境 包容审慎监管
——多部门解读《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新华社记者 安蓓

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记者
白阳）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在专项
行动中共打掉各类民族资产解冻类诈
骗犯罪团伙28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3589人，冻结扣押涉案资金6.23亿元。

这是记者从公安部8日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忠义介绍，
当前，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分子
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制作虚假证件，犯
罪花样不断翻新、手段升级。他们往

往以“精准扶贫”“慈善帮扶”“军民融
合”等名义，借助微信群、QQ群发展
下线，采取非接触式的手段做宣传推
广，引诱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加入各
类所谓慈善、扶贫、投资、养老等“基金
会”和“项目”，通过微信、支付宝、网银
等方式收单、转移赃款。很多群众信
以为真，对幕后组织操纵者的指示言听
计从，有的还帮着建微信群、拉人头，沦
为诈骗犯罪分子的工具。此类案件虽
然单个人被骗金额不大，但涉及人数

多、涉案总金额大，群众财产权益遭到
严重侵害。

据悉，针对此类犯罪特点，公安部
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采取了一系列具体
措施严厉打击。一方面运用大数据、信
息化的手段开展分析研判，对特别重
大、复杂的大案要案由公安部直接组织
侦办；一方面积极会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出台有关依法惩
治民族资产解冻类犯罪意见，为依法打
击代理人提供法律指引。

刘忠义表示，下一步，全国公安机
关将继续保持对此类犯罪的高压严打
态势，在强化案件侦查、重拳出击的同
时，深入开展犯罪重点地区的综合整治
和源头治理工作，严惩幕后组织者、操
纵者，切实维护群众财产权益和社会治
安稳定。同时，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
众，当前我国没有任何民族资产解冻类
的项目，凡是打着类似民族资产解冻旗
号进行敛财的，不管钱多钱少，均是诈
骗；凡是转发鼓动、宣传所谓民族资产
解冻类相关信息或组建相关微信群、
QQ群招募会员、收取费用、进京聚集
的均涉嫌违法犯罪。请切实提高警惕，
增强防范意识，严防此类诈骗，避免遭
受财产损失和被犯罪分子利用成为诈
骗工具。

公安机关严打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
3589名嫌疑人落网，冻结扣押涉案资金6.23亿元

8月的陕北吴起县草木繁盛，胜利
山上游人如织，山顶一棵枝繁叶茂的杜
梨树，一如84年前那样，静静看着洛河
水汩汩流过。彼时，它站在“切尾巴”战
役临时指挥所旁，见证了中央红军为了
不把敌人带进陕北苏区，击败尾追敌骑
的战斗。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刚到
陕北吴起镇，尾追的国民党骑兵团就已

到了苏区大门口。党中央连夜召开军
事会议，研究分析敌情。

“两条腿打四条腿，怕是开玩笑。”
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汤彦宜介
绍说，因为敌人的骑兵师装备精良，有
些干部一开始不主张打，认为经过长途
行军很是疲惫，对当地情况又不熟悉。
但是党中央大多数同志是主张打的，他
们认为，一定要在这里打，绝不能把敌
人带进苏区。中央红军已经到了陕北
革命根据地，有了群众基础，且之前有
步兵打骑兵的经验，所以有把握一定能
打胜仗，给陕北人民送一个见面礼。

“那时红军战士穿得很少，群众都穿
棉衣了，他们还是单衣，还有穿半截裤的，
大部分穿茅草鞋。”吴起县倒水湾村民张

新说，爷爷张宪杰曾给中央红军提供了
做饭的水缸，刚刚抵达陕北苏区的红军
战士早已疲惫不堪，装备补给严重匮乏。

10月 21日，战斗前的黎明静悄
悄，红军队伍按此前部署，在头道川、二
道川、三道川以及平台山（今胜利山）等
地设伏，对敌形成合围之势。战斗的指
挥所设在平台山顶的杜梨树旁，可俯瞰
各道川战事。

战斗7时全面打响，中央红军采取
分块切割、相机包围的战术，战斗进行
到9时许，共击溃国民党骑兵4个团，
毙伤敌军数百人，俘敌200余人，同时
缴获大量战马、重机枪等武器装备。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战斗

结束后，毛泽东为彭德怀赋诗一首，彭
德怀看了后，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
勇红军”，并退还给毛泽东。

中央红军为何能在兵乏马困之际，
打赢“切尾巴”战役？这与深厚的群众
基础密不可分。

“为了支援中央红军，当地群众不
分白天黑夜集中大批粮食和生活用品，
驴驮人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形成了
多个川流不息的送粮大军。”吕军是吴
起县革命纪念馆老馆长，他说，当地百
姓看到中央红军战士在陕北寒冷的时
节依然身着破旧单衣，就组织上百位毡
匠为中央红军赶制了一批毡衣和毛被
套，许多妇女也放下家中的活儿连夜为
中央红军精心制作衣服、鞋袜。

至此，中央红军切掉了长征途中一
直甩不掉的“尾巴”。这场胜仗是中央
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中央红
军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为了纪念

“切尾巴”战役的胜利，当地群众将平台
山改名为胜利山。

（新华社西安8月8日电）

“切尾巴”战役：

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
新华社记者 刘书云 李浩 蔡馨逸

新华社深圳 8 月 8 日电 （记者
白瑜）美国当地时间8月7日，美国负
责政府合同的机构发布了一项关于禁
止联邦机构采购包括华为在内的五家
中国公司电信设备的临时规定。华为
8日发布媒体声明称，“《2019财年国防
授权法》及其实施条款在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华为有不当行为的情况下对华为
采取惩罚性行动，是基于原产国设立的
贸易壁垒。”

华为在《关于特朗普政府禁止联邦
机构从华为采购设备或服务的媒体声

明》中表示，“我们对今天的新闻并不感
到意外，这只是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
权法》的实施条例。华为将继续在联邦
法院挑战该禁令的合宪性。”

华为公司表示，《2019财年国防
授权法》及其实施条款在没有任何证
据证明华为有不当行为的情况下对华
为采取惩罚性行动，是基于原产国设
立的贸易壁垒，对保护美国电信网络
和系统的安全没有任何帮助，最终伤
害的是美国农村地区依赖华为网络的
广大用户。

华为回应美国进口禁令：

将继续在美法院挑战该禁令的合宪性

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记者
刘慧）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近日表示，从
近期市场表现看，美国的极限施压对A
股市场的影响趋于弱化。

李超在采访中说，美国不断升级对
华贸易争端，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
的标签，违反规则、违反常识，严重破坏
市场预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
荡。美国自食其果，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股市跟着遭殃。美国这种不负责任的
行为，毫无疑问是损人又害己。

他表示，从近期市场表现看，美国
的极限施压对A股市场的影响趋于弱
化。我国资本市场的韧性在增强，抵
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在提高。一是我国
经济增速仍处在全球领先水平，发展
潜力非常大。二是市场估值水平较
低，上证综指市盈率仅13倍，而美国

三大股指市盈率均超过20倍。三是
股市杠杆水平大幅下降，自身风险明
显缓释，目前股市杠杆资金约1.2万亿
元，较历史最高点下降近80%。四是
市场情绪比较稳定，未出现明显恐慌
情绪。

“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宝贵的发展
机遇期，任何外部干扰都阻挡不了我们
改革发展的步伐。”李超介绍，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近期顺利落地，开
局良好，激发了资本市场的活力。下一
步，将充分发挥科创板的试验田作用，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加快关键
制度创新，推动一揽子对外开放务实
措施落实落地，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
入市，提升监管效能，努力打造一个规
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
市场。

证监会副主席：

美国极限施压对A股市场影响趋于弱化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针对美方
对中国特定企业采取歧视性和不公平的
做法，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日表示，中
方对美方实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
案”有关涉华消极条款的做法表示强烈
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美方停止将经贸
问题政治化，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总务管理
局周三发布一项临时规定称，将根据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禁止使用美
联邦政府资金采购华为、中兴、海康威
视、大华和海能达5家中国公司电信设
备，该规定将于本月13日生效。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中方对美方实施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有关涉华消
极条款，对中国特定企业采取歧视性和

不公平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
对。中方注意到相关中国企业已经在
美采取了法律行动。

华春莹说，美国滥用国家力量不择
手段地蓄意抹黑和打压特定中国企业，
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形象和自身利益，更
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已经并
将继续遭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反对和抵
制。我们坚定支持相关中国企业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也将继
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
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
和博弈理念，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多做有利
于促进中美经贸合作健康稳定发展的
事。”她说。

外交部：

中方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针对美防
长访日期间涉华言论，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8日表示，美方有些人固守冷战和
零和思维，四处给中国扣帽子的做法很
不地道，也不道德，谁在破坏国际规则，
国际社会早有公论。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防长埃斯
珀访问日本期间称，“中国军事行动和
掠夺性经济行为正威胁我们共同维护
的国际规则”。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美方有些人固守冷战和
零和思维，无视基本事实，四处给中国
扣帽子。这种做法很不地道，也不道
德，是别有用心的。

她说，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是世界和平
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美国却在全世界拥有数
百个军事基地，在本国领土以外部署了
数十万人的军队，在海外打了一场又一
场战争。这样一个在全世界部署军力、
炫耀武力的国家，有什么理由和资格指
责别国？！

华春莹说，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同
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在力所能及
范围内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
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这些合作有力
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深受广大发展中国家欢迎。

“中国有句话叫‘身正不怕影斜’。
谁在破坏国际规则，谁在维护国际规
则，国际社会早有公论。美方越抹黑中
国，国际社会越能看清楚他们的阴暗心
理。”华春莹说。

外交部回应美防长涉华言论：

身 正 不 怕 影 斜

8月8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在
太原开幕。本届青运会共设置 49 个大
项1868个小项，涵盖了夏季奥运会全部
项目和北京冬奥会绝大部分项目，并增
设了龙舟、中国跤等传统体育项目，使青
运会更富有“中国特色”。来自全国各地
的34个代表团、3.3万余名运动员参赛。

开幕式表演实现5G直播，这是中国
第一次将5G技术应用于大型综合性运
动会的现场直播。为了实现这场5G直
播，二青会建设了489个5G基站。除了
开幕式，二青会的许多重要比赛也将进
行 5G 直播，观众能用 5G 在手机上 360
度观看比赛。

图为演员在开幕式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 摄

中国首个5G运动会来了

第二届全国青年
运动会隆重开幕

新华社比什凯克8月8日电 （记
者 关建武）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8日
发布通报说，吉前总统阿坦巴耶夫已被
捕。吉内务部随后确认，阿坦巴耶夫已
被带到内务部接受调查。

吉国家安全委员会新闻局此前发
布通报说，国安委特种部队7日展开
特别行动，目标是抓捕在比什凯克市
郊的科伊-塔什村宅邸中的阿坦巴耶
夫。

在抓捕行动受阻后，特种部队于8

日凌晨3时撤离。目前，阿坦巴耶夫宅
邸仍聚集着不少支持者，数名特种部队
士兵被支持者扣为人质。

今年6月底，吉议会通过决议，剥
夺阿坦巴耶夫的前总统地位。在此之
前，吉议会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对剥夺
前总统地位的相关指控作出了最终结
论。该委员会认为，阿坦巴耶夫在担任
总统期间可能涉嫌6项犯罪。

阿坦巴耶夫从 2011 年 12 月至
2017年11月担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坦巴耶夫被捕

快读
5名中国游客在尼泊尔遭遇交通事故

➡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旅游巴士 7 日在尼泊尔西部塔纳胡县发生交通事
故，5名中国游客受伤，其中1人伤势较重。伤势较重的中国游客已于8日早抵达
尼首都加德满都，随后将返回中国继续治疗。

陕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钱引安受贿案一审开庭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8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陕西省委原常委、秘

书长钱引安受贿一案。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1年至2017年，被
告人钱引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
在项目承揽、工程推进、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
币共计6313万余元。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