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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2018年
“中国—欧盟旅游年”开幕式1月19日
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分别向
开幕式致贺词。

李克强在贺词中表示，中欧分处古
丝绸之路两端，文明对话源远流长。当
前，中欧正努力打造和平、增长、改革、
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全面落实《中欧合
作2020战略规划》，携手推动中方“一

带一路”倡议与欧方发展战略有效对
接，双方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李克强指出，旅游既是开展文明交流、
促进民间友好的重要桥梁，也是拉动经济
增长的新兴产业。中欧旅游资源丰富，合作

前景广阔。希望双方以举办“中国—欧盟旅
游年”为契机，积极扩大中欧旅游合作和人
员往来，促进文明对话和民心相通，推动
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为新时期中欧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李克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向“中国—欧盟旅游年”开幕式致贺词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书收入了《意见》全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意见》答记者问等相关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记者
周玮）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佳节，春节
日益成为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文化的
重要窗口和精彩舞台。中宣部、国新办
日前启动 2018 年春节文化走出去工
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统筹协调、创新
内容形式、拓宽渠道平台，向世界推介
更多蕴含中国智慧、承载中国理念、彰
显中国精神的春节文化，把新时代的春
节故事讲述得更加生动精彩，增强中国

形象的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影响
力，进一步提升国家软实力。

据介绍，2018 年春节文化走出去
工作将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新要求，在内容策划、项目
安排、方式手段上加大创新力度，精心
提炼春节所蕴涵的以万象更新、天人合
一的宇宙观，阖家团圆、共迎新岁的价
值观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精髓，集中展
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和当代
中国价值观，突出体现新时代、新思想、

新征程、新气象，积极传递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充分调动中央
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官方与民间的积
极性，努力形成“各展其长、因国施策、
合理布局、网上网下、全球互联”的生动
局面，推动春节进一步成为中国时间、
全球时刻的国际性节日，提升中华文化
国际影响力。

根据安排，2018 年春节文化走出
去工作将加强资源整合，创新题材形
式，推动“欢乐春节”“四海同春”“环

球灯会”等品牌文化活动持续升级。
策划推出一批体现春节特色、承载文
化内涵、具备国际水准的影视、图书、
动漫、文创等文化精品。针对不同国
家地区和受众的需求，开展巡游、灯
会、演出、体育竞技、讲座论坛和旅游
推 广 等 活 动 ，精 准 覆 盖 ，有 效“ 圈
粉”。春节前后，将与国外商超、电商
平台等联合举办春节商品促销抢购
活动，丰富当地民众感知中华文化的
端口和途径。

中宣部、国新办启动2018春节文化走出去工作

向全世界精彩讲述新时代中国春节故事

新华社兰州1月19日电 （记者
张睿）“小球运动”让小孩子们边玩边
学会了机械的传动原理，“窥视无穷”中
不断变化的小车则让他们知道了光的
折射与反射……19 日，在甘肃省两当
县举办的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活动中，甘肃省科技协会的展位里各式
各样新颖有趣的科技类产品吸引了当
地孩子们的目光。

此次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牵头
举办的“三下乡”活动包含了中央和
甘肃省的文化、科技、卫生、农业、司
法等十余个部门的专家和志愿者，他
们露天“摆摊设点”，通过文艺慰问演
出、科技大篷车、健康检查以及法律

咨询等多种方式与当地居民互动答
疑，为群众送上了诚意满满的“新年
礼包”。

负责此次活动文艺慰问演出的总
导演、甘肃省话剧院院长彭德明告诉记
者，这次演出选用的都是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曲目，为了更加贴近生活接地气，
小品还采用了当地的陇南方言，让当地
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看得开心。

广场旁是一列排列整齐的服务站，
每个站点前都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老百姓根据自己的需要纷纷在相应的
展位前驻足提问，寻求帮助。

家住两当县的焦金芳当日在现场
学会了缝制手工包，她笑着对记者说：

“这里的老师都是免费教课，我们长了
知识，还可以赚钱，真的很不错。”

甘肃省妇联副主席董晓玲说：“我

们带来现场教农村妇女手工刺绣的活
动，还带来了一些企业，与县上对接后
可以对当地妇女制作的手工艺品进行
收购，帮助她们增加一点收入。”

当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和甘肃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 15 家单位共
向两当县捐赠资金物资总计 7679.64
万元，随后专家和志愿者还将走村入
户，把各类服务送至百姓身边。

冬日“礼包”暖人心

全国“三下乡”活动走进甘肃两当县

新华社成都1月19日电 （记者吴文
诩） 2017年12月28日，四川省德阳市召
开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大会。改革后，德阳市
检察院的反贪、反渎、职务犯罪预防局20名
人员，转隶至市监察委员会，与市纪委合署办
公，共设立21个内设机构。其中，9个纪检监
察室，监督执纪机构占比76.2％。这是四川
省首家正式挂牌成立的市（州）监察委员会。

1月9日，遂宁市监察委员会决定对大
英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陈小平采取留置措施，成为四川首例实施
留置措施的案件。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在四川，
从省到市再到县，这个热词在蜀中大地传
播、涌动。

党的十九大作出全面部署，决定将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后，
四川省委立即响应、迅速行动，切实把试点
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中，全
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目前，四川省深
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按照时间表和
路线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2017年11月13日，四川省深化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成立，由省委书记担任
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组长，四
川省委对改革试点工作负总责，统筹做好协
调、指导和服务。同时，把试点工作列入重
要议事日程，切实把党的领导摆在首位。从
2017年11月13日到23日，10天内四川省
先后召开2次省试点工作小组会议推动改革
试点工作，不断压紧压实改革主体责任，确
保试点工作扎实、稳妥、有序推进。

四川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深化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中，四川坚持党对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明确
省委负主责，书记担当“施工队长”，确保
了四川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沿着党中央指
明的正确方向前进。

2018年1月上旬前，依法产生市（州）
监察委员会并完成挂牌工作；2 月 10 日
前，依法产生省、县（市、区）两级监察委员
会并完成挂牌工作。这是四川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中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将时间节点具体到天、任务
落实到人”是四川改革试点工作的一大亮点。

中央顶层设计后，四川省委加强改革总体谋划。在省委常委
会会议上，审议了《四川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和《四
川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主要职责及人员组成》。在
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四川
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成员单位任务分工》《关于市县
两级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就全省推开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作出全面安排部署。

2017年11月16日，四川省纪委召开全省推开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部署全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2017年12月1日，四川省实施方案经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审议通过，实施方案全面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严格执行中央确定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实施步骤，细
化明确了全省改革试点工作的主要任务、实施路径与具体要求。
四川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和各市（州）、县

（市、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按照既定方案推进工作。
四川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工作小组各成员单位正在严格按照既定部署，理清工作
流程、锁定时间节点，倒排工期、细化安排，一步一步按进度推进试
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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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电脑上就能办完企业注
册、经营的全部手续，“店小二”全程在
线服务，办好的营业执照还能免费包邮
……这样的新鲜事就出现在江浙沪包
邮的核心地带——浙江杭州。

1月16日，杭州新天琦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就体验了一次“淘宝范儿”注册
服务。14 时刚到上班时间，新天琦公
司职员秦彤就开始了注册。他登录杭
州市场监管局网上办事大厅输入了

“新天奇”，系统查询显示，这个名字已
经被占用，建议换一个。秦彤就按照
预先设想，换了备用的“新天琦”。这
一次，系统提示名称可用，审核通过。
秦彤庆幸地对记者说，“幸亏是全程电
子化注册，要是以前，光名称核准就得
等几天”。

记者注意到，在选择是否要办理其
他证照时，系统给出的证照名称前面带
个小方框，企业可以根据业务需要，自
行勾选要办理的进出口贸易等证件。
接下来的过程就很顺利了。14 时 40
分，秦彤的电脑上出现了一张多证合一
的营业执照，跟纸质版具有同样的法律
效力。

“新天琦选择了全程电子化注册，
所以拿到的是电子版营业执照。”杭州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冯世联告诉记者，
如果是半程电子化注册，材料审核通过
后，企业只需把全部材料打印出来，带
到企业注册大厅，就能申请纸质版的营
业执照。而且，杭州市内营业执照还免
费包邮，每份8元的邮寄费由杭州市市
场监管局来出。

杭州，因为阿里巴巴成为了移动支
付之城。现在，因为杭州市政府、杭州
市市场监管局推动的“一网通、一网
管”，这里又成为了移动办事之城。这

样的贴心服务，是跟淘宝学的，也是被
形势“逼”的。

“‘双创’热潮下，杭州一年新注册
的企业超过10万家，存量企业过百万。
而且，杭州新业态企业多，投融资活跃，
他们频繁变更经营范围、企业名称、股
东，如果用传统的方式办理注册登记，
窗口根本忙不过来，这就逼得管理部门
必须向互联网要智慧。”冯世联说。

另一重压力来自简政放权的改
革。2017 年初，为深化国务院“放管
服”改革部署，浙江省政府提出“最
多跑一次”改革，倒逼简政放权、优
化服务。

商事登记领域改革情况复杂，涉及
多种所有制、组织形式及行业类型。涉
及企业注册经营的部门多达数十家，他
们的管理方式、信息化水平都不一样，
要让他们向市场监管局开放接口、打通
数据，难度不小。在杭州市“最多跑一
次”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协调

下，2017 年 9 月 1 日，商事登记“一网
通”正式上线，首批整合“多证合一”事
项22项、“证照联办”事项27项。

到2018年初，进一步梳理整合后，
增加到“多证合一”事项31项、“证照联
办”事项 84 项，总计达到 115 项，实现
市级以下全市备案、许可事项全部整合
或联办。由此，企业再也不用拿着营业
执照去办理各种备案、许可，实现了“准
入即准营”。

截至 2017 年底，全市新设企业网
上办理比例达 86.7%，足不出户办注
册，注册登记效率大幅提高。2017 年
5 月至 12 月，杭州共新设企业 7.2 万
户，较2016年同期增长30.8%，但窗口
叫 号 数 106.6 万 次 ，同 比 反 而 减 少
24.3%。

据冯世联透露，再过几天，企业注
册服务还将入驻更多城市，让更多创业
者享受到杭州市市场监管局的“店小
二”企业服务。

杭州市市场监管局为企业提供“店小二”式服务——

营 业 执 照 也 包 邮
本报记者 佘 颖

（上接第一版）
从 2017 年的经济运行数

据看，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动
力和潜力不断释放，稳定性、协
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经济
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

在经济结构方面，我国经
济已经从过去主要依靠工业拉
动转为工业、服务业共同拉
动。2017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51.6%，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为 58.8%，服务业已
经成为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在
工业结构中，2017 年，装备制
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
比上年增长 11.3%和 13.4%，
增速分别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
业 4.7 个和 6.8 个百分点。需
求结构已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
转为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
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
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
91%，内需仍然是拉动中国经
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发展动能看，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稳步推进，“三去一降
一补”5 大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较好。2017年，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技术产业等新兴行业保
持较高增长，新动能成为保持
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
C919 大飞机、复兴号动车组、
量子通信和卫星、深海探测等
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捷报频
传，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

勃发展，并加速成为经济发展
的新动能。

从发展效益看，2017年前
11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同比增长21.9%，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利润增长30.4%，企业
盈利能力增强。从财政状况看，
财政收入增长7%至8%，超出年
初《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算要
求。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5974元，扣除价格因
素影响，比上年实际增长7.3%，
实际增速比人均 GDP 增长快
1.0个百分点。此外，微观的商
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也
在提升。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浓度有所下降，反映节能
减排成效的全国单位GDP能耗
2017年下降3.7%，顺利完成全
年下降3.4%的目标任务。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
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
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
求。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要始
终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确立
以提升发展质量为导向的目标，
努力实现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
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
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推
动中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
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1月19日，市民在北京龙庆峡冰灯艺术节游览拍照。当日，北
京延庆区第32届龙庆峡冰灯艺术节开幕，艺术节期间还将同期举
办冰雪雕大赛、欢乐冰雪节等活动。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1 月 18 日，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

牧民骑马驰骋在雪原上。

时下正值内蒙古冬季旅游旺季，

锡林郭勒草原白雪皑皑，尽显苍茫。

锡林浩特市的牧民们赶着马匹，来到

雪原上驯马，为八方游客呈现了飞马

踏雪原的壮观景象。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飞马踏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