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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2 日电 （记者常

志鹏） 针对近日发生的山东潍坊圆通加
盟公司在卸载和投递由武汉发往潍坊的快
件时，因发生化学品泄漏致人员伤亡事
件，国家邮政局 12 月 22 日宣布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收寄验视专项检查。

此 次 活 动 采 取 日 常 检 查 、 突 击 检
查、联合检查、明察暗访、调取监控录
像记录等多种方式进行三个重点检查。

一是重点检查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是否
在用户在场的情况下，当面验视交寄物
品，核实是否属于国家禁止或限制寄递
的物品，以及物品的名称、类别、数量
等是否与寄递详情单所填写的内容一致
等；二是重点检查依照国家规定需要用
户提供有关书面凭证的，邮政企业、快
递企业是否要求用户提供凭证原件，并
进行严格核对等；三是重点检查用户拒

绝验视、拒不如实填写寄递详情单、拒
不提供相应书面凭证或者不按照规定出
示有效身份证件的，相关企业是否不予
收寄等。

对于检查中发现邮政企业、快递企
业不执行收件验视制度，或者违反规定
收寄禁限寄物品的，经查证属实，一律
依据 《邮政法》 第七十五条规定作出严
厉处罚，该停业整顿的必须停业整顿，

该吊销许可的坚决给予吊销。同时推广
北 京 、 河 北 、 上 海 、 浙 江 等 省 （区 、
市） 加盖收寄验视章的管理措施，检查
中发现未加盖收寄验视章的快件，一律
视为未进行收寄验视，据此追究企业的
管理责任。

据介绍，收寄验视制度是 《邮政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的一项基本制度，是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的法定责任。

邮政快递收寄验视制度专项检查启动
推广加盖收寄验视章管理措施

本报广州12月22日电 记者庞彩霞

报道：针对近期的 H7N9 禽流感疫情，广东
省政府今天召开防控 H7N9 禽流感新闻发
布 会 介 绍 ，截 止 到 22 日 ，广 东 共 报 告
H7N9 禽流感病例 6 例，有 2 例已出院，其
他患者病情严重。H7N9 禽流感病毒未发
生变异，抗病毒药物达菲对其仍有效。

据广东省防控人感染 H7N9 禽流感专
家组分析，今冬明春禽流感疫情仍将以局
部地区散发病例为主，并会有重症病例发
生，近期疫情发生局部爆发或流行的风险
很低。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
省防控人感染 H7N9 禽流感临床专家组组
长钟南山表示，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的防
控治疗问题值得警惕，通过临床观察，达菲
等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药物要早用，如病人
出现流感样症状就使用达菲类药物，能使
早期的病情得到缓解。此外，要避免接触
活鸡。对于重症病人，则要关注病人全身
的综合治疗，降低死亡率。据介绍，由浙江
和香港大学合作研发的禽流感疫苗株已经
生产出来了，目前主要视疫情发展情况衡
量是否需要大量生产，一旦疫情扩大，或有
人传人的表现，量产疫苗是没有问题的。

据悉，广东目前抗病毒治疗药物储备
充足，有达菲 14 万盒、依乐韦 5 万盒、帕拉
米韦 1500 支，消杀药械和防护用品 600 余
万元。

广东预测：

H7N9 疫情不会集中爆发
广东预测：

H7N9 疫情不会集中爆发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日前，广西壮族自
治区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自 2012 年 1 月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
政府对全区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作出统一部署以来的
总体情况。

据悉，广西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工作有序有效推进并取
得阶段性成效，事业单位清理规范工作全面完成，摸清了
全区各类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情况，全区共清理规范事业
机构25232个，撤并了1893个职责萎缩、规模过小和结构
布局不合理的事业单位，核减、注销了13555名事业编制，
事业单位机构名称除少数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外，不再
继续使用带有机关、企业、中介性质的局、公司、学会等称
谓。同时，事业单位的分类工作已全面部署实施。

本报讯 记者张玫报道：浙江温州市近日决定开通
24 小时的劳动保障监察应急呼叫电话“96309”，随时接
访并及时处理，时间从 2014年 1月 1日到 1月 30日。

据悉，今年 1 至 11 月，温州市已累计受理劳资纠纷
举报投诉案件 7840 件，补发、清欠工资金额 23320.5 万
元，涉及 3.28 万人。截至 10 月，全市共筹集欠薪应急周
转金 1.11 亿元，小微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 90%，已
建工会企业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 90%，劳动争议仲裁
机构实体化建设实现全覆盖，劳动争议案件结案率达
到 92%。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 李哲报道：近日，山西省财政
已提前下达 2014 年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 1.5 亿元，用
于农家书屋、农村文艺演出、农村体育活动等支出。

据悉，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山西省文化信息共享工
程村基层服务点的宽带接入、运行维护及开展文化宣传
讲座等有关活动，农家书屋书报更新、日常运行及举办读
书活动等方面，以及行政村自行组织开展的各类文艺演
出、体育健身等活动。

事业单位清理规范工作全面完成

广西撤并 1893 个事业单位

提前下达1.5亿元专项资金

山西大力支持农村文化建设

开通24小时劳动保障监察电话

浙江温州严防企业欠薪逃匿

近日，国务院印发通知，正式颁布《政
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 年本）》。新
的投资目录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
大限度地缩小了政府核准范围。国家发展
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记者：为什么要对政府核准的投资项

目目录进行修订？

答：现行目录颁布以来，经济环境、市
场条件、投资主体等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通过修订目录，大力缩小核准范围，下放核
准权限，有利于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
权，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激发经济发
展的内生动力；有利于扩内需、调结构，发
挥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用；有利于转变
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管理行为。

记者：此次修订目录主要把握的原则

是什么？

答：此次修订目录，把握了 4 个方面的
主要原则。一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对于市场竞争充分、企业有自我
调节能力、可以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有效
调控的项目，由核准管理改为备案；二是科

学划分中央和地方职责，以纵向放权为主。
对于现阶段仍需由政府核准，但可以通过
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准入标准
等进行引导调控的项目，尽量下放地方政
府核准并明确责任；三是合理界定部门间
的分工，加强横向配合。按照职能分工，发
展改革委核准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和涉
及综合平衡、重大布局的项目，行业管理部
门核准需要由中央管理层面管理的其他项
目。发展改革委在核准项目时，要主动征求
行业管理部门的意见；四是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充分发挥法律法规和发展规划、产业
政策、技术政策、准入标准、用地政策、环保
政策、信贷政策等的综合作用，加强政策工
具间的协调配合，相关部门将按照职能分
工依法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监管。

记者：此次对政府核准的投资目录主

要作了哪些方面的修改？

答：此次修订共取消、下放和转移 49
项核准权限，其中，取消核准改为备案 19
项、下放地方政府核准 20 项、转由国务院
行业管理部门核准 10 项。上述 49 项中，
25 项已由《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
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公布。经初步
测算，目录修订后，需报中央管理层面核准
的项目数量将减少约 60%。

此次修订在一些领域改进了管理方

式。例如：在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领域，由
一律实行核准制改为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
准制或者备案制。对外商投资项目，按照准
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保
留了对限制类项目、有中方控股（含相对控
股）要求的鼓励类项目的核准，其他项目按
照对内资项目的统一规定分别实行核准制
或者备案制。对境外投资项目，除涉及敏感
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和中方投资
10 亿美元及以上的项目外，对其他项目实
行备案管理。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取消了
对企业投资扩建民用机场项目的核准，下
放了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邮政项目和
部分铁路、公路、桥梁、隧道、集装箱专用码
头、煤炭矿石油气专用泊位等项目的核准
权限，更加强调和突出发展建设规划等的
指导和约束作用。在原材料、设备制造、加
工业领域，取消了冷轧、机车车辆制造、纸
浆等 10 类项目的核准，下放了钾矿肥、磷
矿肥、变性燃料乙醇等项目的核准权限。

此次修订暂时保留了目前尚不具备取
消和下放条件的项目，今后要抓紧工作、创
造条件，在下次修订目录时作出调整。例
如：在产能严重过剩领域，对钢铁等产能严
重过剩行业项目的核准权限暂未调整。在
能源领域，中央管理层面暂时保留了对部分
火电、热电、煤炭开发项目的核准。

最大限度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谈《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本）》

本报记者 林火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