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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培训动员部署
电视电话会议12月2日在京召开。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日前就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作出重要批示。批
示指出：推进“证照分离”改革，是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大激
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近年来，我国
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在全球排名大幅跃
升。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很
多不足，即使与参评城市相比，我国其
他城市的营商环境也有不小差距。必
须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建设，更大力度推进“放管服”改
革，扎实做好“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扩面
工作，着力推进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
坚决克服“准入不准营”现象，促进更多
新企业开办和发展壮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韩正表示，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要以改
革为抓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依
法行政水平，建设法治政府。要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摸清行政

许可事项底数，摸准市场主体办事的
“堵点”和“痛点”，在持续解决问题中不
断把改革引向深入，让市场主体有更大
获得感。

韩正强调，要高质量开展自贸试验
区“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提升改
革工作成效。要把握好全覆盖这个基
本要求，建立清单管理制度，将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明确改
革目标，增加改革透明度，倒逼改革深
化。要把握好“进四扇门”的办法，按照
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
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方式，从实际
出发，分类实施、稳步推进改革。要把

握好实行告知承诺这个关键，完善相关
法规和行业标准，厘清政府和企业各自
责任，实行依法告知和依法承诺。要把
握好事中事后监管这个底线要求，完善
诚信体系建设，实施好“黑名单”管理制
度，充分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

王勇、肖捷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
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及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自贸试验区所在市、县人民
政府负责同志等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市场监管总局、司法部和上海市、浙江
省、广东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李克强就在自贸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必须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
者 成欣）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
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
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
金会”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
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华春莹说，日前，美方不顾中方
坚决反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
中国内政，中方已就此表明坚决态
度。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
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

休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
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
“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
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中
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任何插手
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中

方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
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稳定繁荣，坚定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有记者问:中方为何对美国有关
非政府组织进行制裁？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
明，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
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
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独”分裂
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有重大责
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必须
付出应有代价。

中国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

□人民日报评论员

对美国一些政客来说，干涉他国
内政、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简直成了家常便饭。最近，美方
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
成法，再次让世人看清他们的霸权主
义丑陋嘴脸，看清他们无视香港民众
安全福祉，拿香港当反华工具的险恶
图谋。

自香港修例风波以来，美国一些
政客不断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假

“人权”“民主”之名，颠倒黑白、混淆
是非。从多次发表粉饰、鼓动暴力犯
罪的荒谬言论，到参众两院通过所谓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再到悍然将
该法案签署成法，美方干涉中国内政
的恶劣行径，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

坏“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破坏中华民
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不
仅是和700多万香港市民作对，和14
亿中国人民作对，也是和世界公义、
国际基本准则作对，必将遭到国际社
会一致唾弃。

大量事实表明，美国反华势力与
香港极端激进势力等密切勾连，是香
港持续暴乱的主要推手。美国一些
政客披着“人权与民主”的外衣，居心
叵测地破坏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
运中心地位，色厉内荏地恐吓止暴制
乱的正义人士，明目张胆地给香港暴
力犯罪分子“铺后路”。他们无视香
港回归以来的繁荣稳定，处心积虑地
妄图在香港导演一场港版“颜色革
命”。他们口口声声保护“人权”“民
主”，实际上是为暴力犯罪分子提供

“避风港”，给特区政府止暴制乱制造
“绊脚石”，向维护法治秩序的正义人
士发出“恐吓信”。

长期以来，美国粗暴干涉他国内
政，滥用国内法实施长臂管辖，试图
维持其霸权地位。这套“趁火打劫”
的把戏在别的地方曾经得手，但中国
人民是从来不信邪的，这种卑鄙伎俩
企图在香港得逞，注定是痴心妄想。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
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
不移。美方倒行逆施必将遭到包括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迎
头痛击！

任何外来威胁施压，都吓不倒、
更压不垮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14

亿中国人民。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
国就在香港问题上坚持“主权问题
是不能谈判的”；今天，又怎能容忍
一些国家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任
何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任何对
中国发展的无端打压，只会让包括
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进一
步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
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我
们正告美方，任何企图借搞乱香港阻
遏中国发展的阴谋不会得逞，任何企
图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举动注
定是螳臂当车。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不是美国的哪一个州。西方列强在
中国土地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
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奉劝美
方趁早收回他们在香港伸出的黑手，
停止在香港问题上火中取栗，不做破
坏中美关系大局的事，多做有利于两
国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的事。事实
再清楚不过，谁与潮流为敌、同人心
作对，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人民日报 12 月 3 日评论员文
章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把香港当反华工具是痴心妄想
——打“香港牌”不会得逞

新华社沈阳 12 月 2 日电 2019
年12月2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努
尔·白克力受贿案，对被告人努尔·白
克力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对努尔·白克力受贿犯罪所得赃
款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努
尔·白克力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
诉。

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18年，
被告人努尔·白克力利用担任中共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副书

记、市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常委、副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
政府代主席、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等职务
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揽工程、推
广产品、享受优惠政策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
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
共计7910万余元。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
努尔·白克力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数额
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努尔·白
克力到案后能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
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认罪、悔罪，积极退赃且涉案赃
款赃物已大部分追缴，具有法定、酌定
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法庭
遂作出上述判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
努尔·白克力受贿案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黑河首站场区，工作人员从管线旁经过（11 月
19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他，一级技术主管；
他，优秀警犬民警；
他，是中级工程师；
他，也是追梦青年！
扎根平凡岗位，十年如一日坚守公安一线

工作，他将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警犬技术，他
也得到了极高的肯定：2019年荣获“重庆五一
劳动奖章”。

他就是34岁的蒲成壁，来自重庆市公安局
刑侦总队刑事技术支队警犬技术大队。

一事一生 以苦为乐
凭着对警犬技术工作的热爱，蒲成壁每天

跟犬只朝夕相处，摸爬滚打，不怕脏不怕苦，坚
持每天刻苦训练，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常常
利用休息时间加强警犬训练，从不抱怨。凭着
执着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责任心，在平凡岗位
上，忠实履行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人民警察的神圣誓言。

与其他训犬员一样，蒲成壁从亲手接过那
头幼犬开始，就有了一种割舍不开的责任。喂
食、训练、打扫犬舍……每一个细节都像父母照
料孩子一般细心；随着训练的展开，亲密配合，
托付信赖，又似最亲密的战友，无论都市乡村，
还是严寒酷暑，形影不离地出现在每一个查勘、
搜捕的现场，完成一个个任务，经历一次次考
验。

训犬员能与警犬达成无间默契，背后是无
数个日夜的努力，常人无法体会到其中的付出
和艰辛。每一个简单动作的准确完成，从坐、
卧、立的基础训练，到搜毒、搜爆、搜捕等实用科

目的训练，蒲成壁与警犬都要经历过成千上万
次反复训练、磨合。

2010年他被派往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参
加为期3个月的警犬技术培训，在结业考核中
获得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之后，蒲成壁精益
求精，通过每天不断努力钻研，刻苦训练，他的
警犬训练水平有了极大提高。

主动请战 服务破案
2011年，蒲成壁进入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

事技术支队警犬技术大队，与警犬朝夕相伴。
为了提高警犬的训练水平，他不断学习，虚

心请教身边的人，并结合实战环境积极钻研探
索警犬技术，总结出一套独特的训练方法，使警
犬在搜爆、搜毒、血迹搜索方面具备了较强的工
作能力。

为了案件的侦破，蒲成壁多次主动请战，上
百次携警犬赶赴现场，开展全市大案要案的现
场勘查工作，搜索到多起案件的重要物证捕获
关键线索。如2017年初发生在主城某区的碎
尸案中，人与犬协同配合，仔细搜索每一个可疑
角落，利用警犬搜获被害者尸块，为服务侦查破
案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在积极出勘各类刑事案件现场的同时，蒲
成壁还主动参加各类安保任务。10年来，他参
加各类安保任务共计200余次，搜索面积25万
余平方米，无一失误，圆满完成了我市“两会”、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意大利总理、加拿大
总督、韩国总统来渝等一系列重大安保警卫任
务。

他的工作精神感染了很多同事，谈起蒲成

壁，大家纷纷对他竖起大拇指！

劳有所获 心有所居
蒲成壁入警以来，先后荣获多项荣誉：

2011年，获公安部昆明片区警犬技术宣传先进
个人；2018年，因安保工作成绩突出，获嘉奖1
次；在第五届全国警犬技术比赛预赛中，参加治
安巡逻科目并取得优异成绩。

2018年 11月 23日，全市首次警犬技术
劳动技能大赛在重庆警察学院举行。来自重
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事技术支队警犬技术
大队的民警蒲成壁，携警犬“小强”夺得警犬
搜爆比赛和血迹搜索比赛“双料”冠军，同时，
他还获得“治安巡逻科目”优胜奖，并与同事
共同努力，荣获集体一等奖。

“警犬工作非常辛苦，不仅体现在搜寻物

证、追捕犯罪嫌疑人时现场环境的复杂和诸多
不确定的危险，就是在训练警犬时也可能被咬
伤或传染病菌。但蒲成壁甘于寂寞，扎根警犬
工作，潜心提升业务能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是警犬技术民警中的优秀代表。”市公安局
刑侦总队刑事技术支队支队长白笙学对蒲成壁
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面对平凡的岗位，蒲成壁无怨无悔：“对于
我们的付出，最好的回报是大家平平安安！”他
取得了警犬技术教官资格证书，并于2018年被
重庆警察学院聘为兼职教官。

在这平凡的岗位上，蒲成壁以一颗赤子之
心，在公安战线的“刀尖”上，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自己无愧于自己热爱的公安工作。

潘锋
图片由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提供

蒲成壁：牵着警犬找寻蛛丝马迹劳动筑梦·榜样同行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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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9〕18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
2019年 12月 3日 12时——2019年 12月 10日 12
时。12月3日12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
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申请购买总面积大
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
购买的，以拍卖方式交易；申请购买总面积小于或者
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
以挂牌方式交易，未成交的，继续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门户网站
（https://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查询。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
T3 塔楼 8 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
（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19年12月3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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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羊旸 范迎春 王建

2日，横跨中俄两国的能源大动
脉——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

业内人士表示，中俄东线天然气管
道投产通气，是中俄在能源领域务实合
作的重要成果，有利于将俄罗斯的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有利于带动中俄
两国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将
进一步改善我国能源结构，使我国天然
气进口资源更趋多元化，对于保障我国
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刘毅军表示：
“在我国东北方向，陆上天然气也有了
稳定来源，我国天然气资源保障能力将
得到更大保障，同时还将加快东北地区
区域管网建设进程。在国际上，中俄东
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标志着俄气从
陆上进入东北亚市场迈出了实质性步
伐。”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在
增强我国天然气资源保障能力的同时，
在我国天然气整体流向“自西向东”的
基础上，增加了“北气南下”流向，进一
步完善了我国东部地区的天然气管网
布局，与东北管网系统、陕京系统、西气

东输系统互联互通，共同组成纵贯南
北、横跨东西、连接海外的天然气管网格
局，对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是中俄双方
深度融通、合作共赢的成功典范，实现
了俄罗斯丰富资源与我国广阔市场的
优势互补，有利于带动两国管道沿线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战略
研究院首席专家马友君说。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远东
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说，
近年来，俄中油气领域贸易额迅速增
加。放眼未来，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
俄罗斯准备加大能源出口力度。

天然气是优质高效、绿色清洁的低
碳能源。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
气，对提升东部地区清洁能源供应量、
改善我国大气环境、优化能源结构、实
现节能减排、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具有
重要意义。

据介绍，中俄东线全线建成后，每
年可向东北、环渤海、长三角地区稳定
供应清洁优质的天然气资源380亿立
方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64
亿吨、二氧化硫排放量182万吨，惠及
沿线9个省区市4亿多人口，将有效改
善沿线地区大气质量。

记者从中石油了解到，中俄东线天
然气管道工程以“优质工程”“绿色工
程”为目标，在我国管道建设史上创下
了多项新的纪录：全线首次全面应用全
自动化焊接、全自动超声波检测、全机
械化防腐补口技术；关键设备和核心控
制系统全面实现国产化；通过“移动
端+云计算+大数据”的体系架构，集成
项目全生命周期数据，实现管道从建设
期到运营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管理，推进我国油气管道建设由数字化
向智能化转变。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宜林说，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
产通气后，将形成多元化气源供应渠
道，进一步优化区域用气结构，对于增
强冬季天然气保供能力和打赢蓝天保
卫战非常重要。下一步，将进一步强化
运营管理，全面实施安全升级管理，科
学优化生产运行，提高管道巡护质量，
大力弘扬石油精神，全力做好管道安全
平稳高效运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
我国天然气进口资源更趋多元化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简介

2014 年 5 月 21 日，中俄在上
海签署两国政府东线天然气合作
项目备忘录、中俄东线供气购销
合同两份能源领域重要合作文
件。双方商定，俄罗斯通过中俄
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
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
亿立方米，累计30年。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从黑龙
江省黑河市入境，终点是上海市，
途经9个省（区、市），全长5111公
里。其中，新建管道3371公里，利
用在役管道1740公里。

2015 年 6 月，中俄东线天然
气 管 道 中 方 项 目 开 始 建 设 。
2019 年10月16日，中俄东线天然
气管道工程黑河至长岭段全线贯
通，线路全长1067公里，实现了与
哈沈、秦沈等在役天然气管网的
联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