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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厅

商务部解读《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

以试点全面推进服务贸易改革创新

工信部发布工作方案

运用大数据技术防治电信网络诈骗

本报北京8月19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商
务部19日召开专题发布会，解读最新印发的《全
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
称《总体方案》）。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表示，本轮试点是
在前两轮基础上的进一步全面深化，重点围绕推
动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提出三个方面8项试
点任务、122项具体举措。以新一轮试点为平台和
突破口,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新一轮试点从原有的17个试点地区扩围至
28个试点地区，包括新增大连、厦门、青岛、石家
庄、长春、合肥、济南、昆明、乌鲁木齐等9个省会城
市和计划单列市，并将贵安新区与贵阳、西咸新区
与西安连片发展，两江新区扩围至重庆21个市辖
区，进一步凸显了新时期服务贸易在国家区域发
展战略中的作用。

据了解，《总体方案》围绕服务领域审批权下
放或取消、放宽市场准入等提出16项改革举措。
同时，从促进货物、资金、技术、人员、数据等要素
跨境流动方面，提出38项便利化举措，进一步构建

有利于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发展环境。
从开放领域看，《总体方案》在运输、教育、医

疗、金融、专业服务等领域，重点推出26项举措，
主要是在更多领域允许境外服务提供者通过跨境
交付、自然人移动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从创新服务贸易发展看，国家层面将在试点
平台上大力推进数字服务、版权服务、医药研发、
检验检测、在线教育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特别是
在数字贸易领域，重点探索数据流动与监管的创
新和开放。同时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便利外国
人在华使用移动支付试点、促进“两头在外”的研
发、检测等服务发展，促进国际精品赛事发展等业
态模式创新。

在122项举措中，有些在全部试点地区推进，
有些考虑试点地区间发展基础、制度创新条件等
的差异，设定在具备条件的部分试点地区先行探
索，充分体现试点地区错位探索、多元发展的布局
特点。

冼国义强调，总体来说，新一轮试点特点更加
鲜明。一是更加注重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布局推进

服务贸易发展，主要体现在试点范围的设定、错位
探索的结构性安排，以及围绕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等区域的产业链布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
措。二是更加注重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完善服务贸
易制度，如进一步推进服务领域“放管服”，在管理
体制、监管制度等多个方面推进优化服务贸易体
制机制，激发市场活力。三是更加注重在扩大对
外开放中提升服务贸易竞争优势，进一步拓展开
放领域、加快探索开放制度、优化有利于开放发展
的营商环境。四是更加注重在激活发展动能上发
力，推动服务贸易规模扩大、结构优化、质量提升，
把握数字贸易发展机遇，在试点地区全面推进数
字贸易发展，既探索放松管制和准入，又探索完善
监管制度和规范建设。

据了解，扩大开放将是本轮试点的一项重点任
务。《总体方案》提出坚持要素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
相结合、开放与监管相协调、准入前与准入后相衔
接的原则，有序拓展开放领域，推动取消或放宽对
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探索制度开放路径，在试点
地区重点围绕新兴服务业开放进行压力测试。

本报北京8月19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在
今天举行的全国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夺取秋粮丰收
视频调度会上，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今年汛
情急、灾情重，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罕见的洪涝灾
害，东北部分地区遭遇较重夏伏旱，各地对农业防
灾减灾高度重视，指导农民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减
轻了农业成灾，生产恢复较快。这说明农业防灾
减灾工作有力有效，水旱灾害没有逆转农业生产
稳中向好的态势。

“从调度情况看，晚稻栽插基本结束，秋粮面
积增加，目前长势不错，但夺取丰收还要过干旱、
洪涝、早霜、台风、病虫害等多个关口，不可掉以轻
心。”韩长赋说，要分区分类搞好精准指导服务，确
保丰收到手。东北地区要以“抢积温、促早熟、防
早霜”为重点，科学调控肥水，加快作物生育进程，
确保安全成熟。前期受旱的地区要适时追肥，促
进作物恢复生长。黄淮海夏玉米主产区要加强肥

水管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组织无人机喷施叶面
肥，在不影响下茬小麦播期情况下适时晚收，增加
粒重。南方中晚稻主产区要科学控水施肥，适时
灌溉和晒田，提高分蘖成穗率。对因洪涝晚栽的
地块，增施促壮肥，促进苗情转化，减轻“寒露风”
影响。

6月份以来，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1.1亿亩，成
灾5700万亩，明显重于常年，设施大棚损毁110
万亩，畜禽圈舍倒塌损毁159万平方米，渔业受灾
面积1010万亩，给农业生产造成较大损失。近
期，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降雨较多，北方汛期结束
时间偏晚，四川又发生大到暴雨，沿海地区台风生
成相对集中，下一阶段北方发生洪涝灾害、南方遭
遇密集台风的可能性较大，防灾减灾的任务依然
繁重。

当前，我国仍在主汛期，是农业防汛抗旱和灾
后生产恢复的重要时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

节点。韩长赋表示，切实抓好农业防灾救灾和灾后
生产恢复，是夺取全年丰收的关键。要科学研判灾
害发生形势，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基层及早落
实防范措施。北方地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
局部旱涝急转。南方地区要毫不放松做好强降雨
等极端天气防范准备，加强沿海地区台风防范，第
一时间组织渔船回港避风，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
全。要抢抓农时指导做好灾后生产恢复。

农业农村部提醒，旱涝省份要尽快摸清绝收
田块面积，指导灾区改种补种生育期短、有市场需
求的作物。低洼地块要抢排积水，做好秋冬种准
备。水产、畜牧、设施农业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等受
灾较重的地区，要指导帮扶种养大户修整受损养
殖圈舍、蔬菜大棚，搞好补栏补投，强化灾后动物
疫病防控，抓紧组织修复塘口堤坝、田间渠系等水
毁农田水利设施，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尽快
恢复生产。

秋粮面积增加、长势不错——

水旱灾害不会逆转农业生产稳中向好态势

长江上游发生1981年以来最大洪水——

水利部提升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级别

本报北京本报北京 88 月月 1919 日讯日讯
记者记者常理常理从应急管理部获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悉：：根据四川根据四川、、陕西陕西、、甘肃甘肃、、
重庆近期严重暴雨洪涝灾情和重庆近期严重暴雨洪涝灾情和
抢险救抢险救灾工作需要灾工作需要，，财政部财政部、、
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部1818日向四川日向四川、、陕陕
西西、、甘肃甘肃、、重庆紧急重庆紧急拨付拨付44..6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受灾地区防汛抢险支持受灾地区防汛抢险、、救灾救灾
救助和恢复重建救助和恢复重建。。针对四川多针对四川多
地出现城市内涝地出现城市内涝，，乡镇农田被乡镇农田被
淹淹、、道路中断道路中断、、人员被困等情人员被困等情
况况，，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部1919日紧急调日紧急调
派湖南派湖南、、贵贵州州、、云南云南、、陕西等陕西等
消防救援总队消防救援总队500500名抗洪名抗洪抢险抢险
专业力量专业力量，，迅速驰援四川防汛迅速驰援四川防汛
救灾一线救灾一线。。

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部1919日日1212时发时发
布未来三日全国自然灾害综合布未来三日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预警提示风险预警提示：：受近期持续强受近期持续强
降水影响降水影响，，四川四川、、重庆重庆、、甘肃甘肃、、陕陕
西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西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目目
前前，，长江上游泸州至寸滩江段长江上游泸州至寸滩江段
和嘉陵江下游持续超保和嘉陵江下游持续超保，，三峡三峡
将迎来建库以来最大洪峰将迎来建库以来最大洪峰，，长长

江上游防洪形势依然严峻江上游防洪形势依然严峻。。
目前目前，，国家防总工作组正在各地检查指导国家防总工作组正在各地检查指导

防汛救灾工作防汛救灾工作。。88月月1818日日，，国家防总四川工作国家防总四川工作
组赶赴乐山市协助指导大佛坝被困群众救援工组赶赴乐山市协助指导大佛坝被困群众救援工
作作，，赴雅安市赴雅安市、、南充市组织灾情核查南充市组织灾情核查；；重庆工作重庆工作
组实地检查嘉陵江组实地检查嘉陵江、、涪江水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涪江水情和群众转移安置
情况情况，，指导消防队伍开展抢险救援指导消防队伍开展抢险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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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转移安全转移
88月月1919日日，，重庆磁器口古镇居民在防汛救灾人员的帮助下撤重庆磁器口古镇居民在防汛救灾人员的帮助下撤

离转移离转移。。当日当日，，受上游强降雨影响受上游强降雨影响，，长江长江、、嘉陵江洪峰抵达重庆主嘉陵江洪峰抵达重庆主
城区城区，，重庆迎来今年入汛后最大洪水重庆迎来今年入汛后最大洪水。。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唐唐 奕奕摄摄

本报北京8月 19日讯 记者黄鑫报
道：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在官网公布了《关
于运用大数据推进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长效机制建设工作方案》，提出将充分运用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强化电信网络诈
骗精准治理、有效治理，加快健全完善行业
防范治理长效机制。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方式和手法不断翻
新，诈骗活动呈现从电话诈骗向互联网诈
骗、从全国分布向重点边境地区集聚、从“短
平快”诈骗向长线套路诈骗转变等趋势特
点，技术对抗性日益加大，亟需运用大数据
推进构建长效机制，为行业防范治理工作提
供更加有力的数据支撑和能力支撑。

方案围绕技术平台、监管能力、工作机
制，明确了相关具体工作任务。

比如，在提升监管能力方面，方案要求
强化事前预防能力建设，建立全网疑似涉诈
网络资源交叉核验机制，对高危码号、IP地
址、域名等及时清理整顿，提早防范化解涉
诈风险；强化事中责任督导机制建设，深化
企业责任清单管理，完善问题通报和公开曝
光机制，探索实施行业涉诈失信企业“黑名
单”，有效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完善事后反诈
成效评价体系，完善基础电信企业防范治理
电信网络诈骗评价指数，研究重点互联网企
业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评价指标，客观准
确评价治理成效。

本报北京8月19日讯 记者郭子源报
道：19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在京发布的《中
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0）》显示，截
至2020年6月末，消费金融公司已发展到
26 家，注册资本 433.4 亿元，资产规模
4861.5亿元，贷款余额4686.1亿元。

中国银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9年是互联网金融继续深化整治之年，
消费金融公司持续优化内控制度体系的建
设与完善，加大对产品、数据和流程的梳理
与合规性管理。同时，不断加大资产的管理

与处置力度，积极化解风险。截至报告发布
前，已有近半数机构将资产划入不良的标准
从逾期90天调整至60天，行业平均拨备覆
盖率提升至186.34%。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行业多数机构
研发投入占比均达到了5%以上，几乎全部
机构实现了智能化营销和贷后管理以及大
数据化风险控制，部分机构实现了基于区块
链的互联网法院催收等尖端应用，少数机构
实现了金融科技对外输出、赋能消费信贷全
行业。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报告显示

6月末全国已有消费金融公司26家

本报福州8月19日电 记者薛志伟报
道：19日，福建省组织重大项目视频连线集
中开工活动，共开工238个项目、总投资
2346亿元。这是继上半年福建省组织两批
次525个、总投资3413亿元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后的又一次集中开工。

据了解，本次集中开工项目中，基础
设施项目共59个、总投资482亿元，产业

项目共141个、总投资1675亿元，社会事
业项目共38个、总投资189亿元。新开工
项目中，产业项目占比较高，项目体量
大，新基建建设、民生补短板示范带动性
强，将有力促进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推动
多开工、早开工，多形成实物工程量和投
资增量，为全方位推动福建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福建集中开工238个重大项目

下拨专项帮扶资金5.54亿元

全总帮扶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本报北京8月 19日讯 记者常理报

道：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下发《关于2020
年度中央财政专项帮扶资金分配使用有关
事项的通知》，下拨专项帮扶资金5.54亿
元用于支持在档深度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通知要求，专项帮扶资金在分配上重
点支持深度困难职工家庭解困脱困，倾斜
支持困难程度深、困难职工多的中西部地
区、革命老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地区，
同时预防相对困难、意外致困等困难职工
家庭致困返贫，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

通知明确，各省区市总工会要根据本
地区情况，按照生活救助、子女助学、医
疗救助、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等开支项目
使用资金。

通知强调，各省区市总工会要细化帮

扶项目和使用标准，按照“先建档、后帮
扶、实名制”原则对困难职工依档帮扶；
坚持“脱困不脱政策”，对2020年年内脱
困的深度困难职工家庭给予一定时间渐退
期，脱困后仍符合相对困难、意外致困标
准的应建立相应类型档案继续帮扶。要强
化资金保障，建立解困脱困资金备用金制
度，加大地方财政、工会经费、社会捐助
等配套资金筹措力度，确保困难职工“求
助有门、帮扶及时”。要建立救急济难帮扶
机制，在职工遭受自然灾害和发生重大疾
病时，及时发现，立即帮扶。要加大因灾
因病困难职工帮扶力度，在常态化帮扶基
础上，对受疫情、自然灾害等影响的重
病、残疾或零就业深度困难职工家庭，下
半年可增发生活临时补贴。

本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邹虎报道：
8月18日，由中铁十八局集团承建的北京
至新疆高速公路梧桐大泉至伊吾段重点控
制性工程大白杨沟2号大桥桥面铺装顺利
结束，至此，全长188.7公里的京新高速梧
桐大泉至伊吾段全线贯通。

据了解，京新高速梧桐大泉至木垒段全
长515.092公里，分为三段建设，被称为京

新高速公路的“最后一公里”。参与巴里坤
至木垒段建设的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四公司
项目经理高飞介绍，除了梧桐大泉至伊吾段
外，伊吾至巴里坤段、巴里坤至木垒段也已
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各项目部正在抓紧施
工，争取按时保量完成任务。项目建成通车
后，京新高速将实现全线贯通，哈密市伊吾
县、巴里坤县将结束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京新高速梧桐大泉至伊吾段贯通

本报北京8月19日讯 记者杨学聪报
道：19日，京津冀生态环境执法联动机制第
七次会议以工作视频会形式召开。会议明
确，2020年至2021年京津冀将充分发挥三
地县区市间的执法联动机制，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与联动执法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移动源监管首次被纳入京津冀环境联动执
法重点工作。

会议部署了《2020—2021年京津冀生

态环境执法联动重点工作》，明确了三地将进
一步加强对挥发性有机物的监管，通过实施
臭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加强对重点排放源
执法监测联动，持续开展秋冬季大气环境执
法专项行动；三地毗邻区（市）、县严厉打击废
水直排、超标排放、跨区域流域倾倒废水等违
法行为；深入开展跨区域、跨流域固体废物联
合执法；积极开展移动源监管联动执法，共同
探索京津冀新车抽检协同机制等工作。

京津冀环境联动执法明确监管重点

本版编辑 温宝臣 董庆森

本报北京本报北京88月月1919日讯日讯 记者记者吉蕾蕾吉蕾蕾报道报道：：1919
日水利部召开会商会日水利部召开会商会，，研判长江研判长江、、黄河等流域水情黄河等流域水情
发展趋势及第发展趋势及第77号台风号台风““海高斯海高斯””降雨影响态势降雨影响态势，，
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Ⅲ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Ⅱ级级，，
部署强化监测预报预警部署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水工程调度、、堤防巡查及堤防巡查及
抢险技术支撑等各项防御工作抢险技术支撑等各项防御工作。。

目前目前，，长江上游已发生长江上游已发生19811981年以来最大洪年以来最大洪
水水。。1919日日1616时时，，干流寸滩流量涨至干流寸滩流量涨至7360073600立方米立方米
每秒每秒，，上游干流泸州至寸滩上游干流泸州至寸滩、、中游干流石首至莲花中游干流石首至莲花
塘江段及洞庭湖水位超警塘江段及洞庭湖水位超警00..0404米至米至99..1515米米，，其中其中
泸州至寸滩江段超保泸州至寸滩江段超保00..6060米至米至66..1515米米。。长江上游长江上游
支流岷江支流岷江、、沱江沱江、、涪江涪江、、嘉陵江嘉陵江，，云南怒江支流南汀云南怒江支流南汀
河河，，四川宝兴河四川宝兴河，，重庆代峨溪重庆代峨溪，，安徽巢湖安徽巢湖，，黄河上游黄河上游
干流兰州干流兰州、、中游干流潼关河段及支流渭河中游干流潼关河段及支流渭河，，黑龙江黑龙江
省嫩江支流科洛河等省嫩江支流科洛河等6060条河流仍超警条河流仍超警，，其中长江其中长江

上游干流泸州至寸滩江段及支流嘉陵江上游干流泸州至寸滩江段及支流嘉陵江、、四川黄四川黄
河上游支流黑河等河上游支流黑河等44条河流仍超保条河流仍超保。。会商认为会商认为，，预预
计长江三峡水库将于计长江三峡水库将于2020日迎来建库以来最大洪日迎来建库以来最大洪
水水，，可能出现可能出现7600076000立方米每秒入库洪峰流量立方米每秒入库洪峰流量。。

会商强调会商强调，，长江上游发生大洪水长江上游发生大洪水，，黄河上中黄河上中
游部分河段持续大流量行洪游部分河段持续大流量行洪，，第第77号台风号台风““海高海高
斯斯””已登陆我国带来强降雨已登陆我国带来强降雨，，防汛形势不容乐防汛形势不容乐
观观，，必须紧盯相关流域必须紧盯相关流域、、区域区域，，强化落实各项防强化落实各项防
御措施御措施。。一是统筹做好长江上下游防汛工作一是统筹做好长江上下游防汛工作。。加加
强滚动监测预报强滚动监测预报，，不断优化调整以三峡为核心的不断优化调整以三峡为核心的
水库群调度方案水库群调度方案，，提提高预报及调度精准度高预报及调度精准度，，努力努力
降低三峡库区淹没风险降低三峡库区淹没风险，，督促重庆市做好三峡库督促重庆市做好三峡库
区防汛工作区防汛工作，，湖南湖南、、湖北等省份做好堤防巡查防湖北等省份做好堤防巡查防
守工作守工作。。二是紧盯黄河流域中小河流洪二是紧盯黄河流域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水和山洪
灾害防御灾害防御。。在科学调度龙羊峡在科学调度龙羊峡、、刘家峡和小浪底刘家峡和小浪底

等骨干水库等骨干水库，，合理控制黄河重要河段水位的同合理控制黄河重要河段水位的同
时时，，要督促陕西要督促陕西、、山西等强降雨影响区域加强山山西等强降雨影响区域加强山
洪灾害防御洪灾害防御，，及时发布预警及时发布预警，，落细小型水库及淤落细小型水库及淤
地坝地坝““三个责任人三个责任人””和和““三个重点环节三个重点环节””，，落实落实
安全运用措施安全运用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三是毫不三是毫不
松懈强化海河及松辽流域强降雨防范松懈强化海河及松辽流域强降雨防范。。北方近期降北方近期降
雨过程多雨过程多，，海河流域产汇流速度快海河流域产汇流速度快，，松辽流域洪水松辽流域洪水
调控手段有限调控手段有限，，要密切关注要密切关注、、保持警惕保持警惕，，时刻绷紧时刻绷紧
防汛这根弦防汛这根弦，，加强来水预报分析加强来水预报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科学调度水工
程程，，强化督查暗访强化督查暗访，，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四是着力四是着力
做好台风强降雨防御做好台风强降雨防御。。要派出工作组要派出工作组，，有针对性指有针对性指
导广东导广东、、广西等台风直接影响区域切实落实各项防广西等台风直接影响区域切实落实各项防
范应对措施范应对措施，，严防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水灾害严防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水灾害；；云云
南南、、贵州等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贵州等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做好山洪灾做好山洪灾
害防御和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害防御和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