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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21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
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部署
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
务消费，确定稳定生猪生产和
猪肉保供稳价措施。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深化“放管
服 ” 改 革 ， 推 进 “证照 分
离”，破解“准入不准营”，
这有利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也是稳就业的
有力措施。会议决定，从12月
1日起，在全国自贸试验区开
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
点，对中央层面设定的全部
523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推
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一是
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等13项审批。二是将报关企业
注册登记等 8项审批改为备
案。三是对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等60项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
四是对其余442项审批采取压
减材料和时限、延长或取消有
效期、网上办理、取消现场核
验等优化服务措施。五是对上
述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
清单管理，向社会公开并定期
调整。为此，会议决定，在自
贸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相关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对涉及
的法律，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授权国务院调整实施。会议强
调，“证照分离”改革要加大
力度持续推进，对市场主体一
视同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
入，推进便利化，并加强公正
监管、事中事后监管，寓管理
于服务中。成熟经验要及时向全国推开。

会议指出，以需求为导向发展养老服务，是应对老龄化、
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一要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为
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医、助行、助
洁等便捷服务。新建小区和老旧小区改造要把养老服务作为重
要配套。二要调动社会力量发展适合老年人消费的旅游、养生等
服务。鼓励企业研发生产优质适用的老年用品。大规模培养养老
院长、护理员、社工等。三要支持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建立保险、
福利和救助相衔接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加大对经济困难高龄、
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补贴。四要加强养老产品和服务质量监测，
严肃查处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

会议指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猪肉供应，事关“三农”
发展、群众生活和物价稳定。会议确定，一是综合施策恢复生
猪生产。加快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发放，采取多种措施加大
对生猪调出大县和养殖场（户）的支持，引导有效增加生猪存
栏量。将仔猪及冷鲜猪肉运输纳入“绿色通道”政策范围，降
低物流成本。二是地方要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
限养规定。对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内关停搬迁的养殖场（户），
要安排用地支持异地重建。三是发展规模养殖，支持农户养
猪。取消生猪生产附属设施用地15亩上限。四是加强动物防疫
体系建设，提升疫病防控能力。五是保障猪肉供应。增加地方
猪肉储备。各地要适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
钩联动机制，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因破获大案，被毛主席称赞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他就
是布鲁。

布鲁，原名卢茂焕，又名陈泊，1909出生，广东省乐会县
（今海南省琼海市）人。1926年，经王文明、黎竟民介绍，布
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中，布鲁在海口被国民党军警
抓捕。他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关押一个月
后，其亲戚花钱将他保释出狱。出狱后，布鲁在王文明领导下
的琼崖讨逆革命军中担任手枪班班长。

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革命根据地，布鲁率部队完成了
掩护任务后与战友们失散，后被迫流亡海外。

1932年初，布鲁经香港前往厦门，在厦门短暂工作后，又
到上海工作。1936年夏，布鲁到西安，在共产党领导的“红中
社”（新华社前身）办事处工作。西安事变后，布鲁进入延安
红军大学四大队学习。1937年夏，布鲁毕业后，被挑选到陕甘
宁边区保安处，先后担任侦察科长、情报科长、保卫部长。
1938年，布鲁创办了延安保安处第一期侦察情报干部特训班。

1942年布鲁一手破获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经边
保与锄奸部门密切配合，共抓获已潜入边区的汉训班特务51人，
逃跑6人，暴露出特务线索150余条。这是抗战时期延安破获的最
大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汉中训练班”案的破获在边区引起轰动，
令毛主席十分振奋，称赞布鲁是延安的“福尔摩斯”！

1943年初，布鲁被调离延安保安处保卫部长职务，到陕甘
宁边区的绥德地区，先后担任地区保安处副处长、地委委员、
保安处长。

1946年，布鲁被派往东北，先后担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
长，中共松江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省公安厅厅长。

1949年，布鲁随四野大军南下到江西，担任中共江西省委
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厅长。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布鲁
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局长。

1972年，布鲁因病去世。 （新华社广州8月21日电）

布鲁：

延安的“福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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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常规准入部分的药品名单20日挂网发
布。与此同时，通过专家评审和投票遴选，初步确定128个药
品纳入拟谈判准入范围，谈判成功的将被纳入目录。

纳入拟谈判准入范围的128个药品包括109个西药和19个中
成药，治疗领域主要涉及癌症、罕见病等重大疾病、丙肝、乙肝以
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等。许多产品都是近几年国家药监局
批准的新药，也包括国内重大创新药品。

根据《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调入分为
常规准入和谈判准入两种方式。

128个药品被纳入医保目录

拟谈判准入范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
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
的重大社会问题。他提出，要还给老百姓清
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

进入新时代，“河长制”成为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新实践。“每条河流要有‘河长’
了”——— 2017年元旦前夕，习总书记在新年
贺词中说。

2018年6月底河长制提前在我国全面建
立，千万条哺育着中华儿女的江河有了专属
守护者。

百万河长来巡河

初秋正午，烈日当空，滇池上游的新运
粮河畔，一个身影格外忙碌。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街道普吉社
区代理主任、社区河长李俊彪正仔细巡查着
河道，排查污染隐患。无论日晒雨淋，两周一
次的巡河是他雷打不动的任务。

滇池的30多条入湖河流中，仅10多公
里长的新运粮河并不起眼。但在李俊彪看
来，这条小河很不简单，“几百年前，滇池
周边的粮食就是从这条河运到昆明城
的。”

然而，因城市生产生活污水排入，新运
粮河一度成为人人避而远之的黑臭河流。

“过去大量污水直接排放入河，很多汇
入到滇池。”昆明市五华区水务局副局长张

拾化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滇池水质迅速
恶化至劣V类。

经过多年持续治理，饱受污染之痛的滇
池终于迎来重生。2018年，滇池全湖水质升
至IV类，为30余年来最好水质。两岸绿树成
荫，河水清可见底，一度严重污染的新运粮
河也逐渐恢复昔日容颜。

一条条入滇河流的复苏，离不开各级
河长们的日夜巡护。像新运粮河一样，滇
池的35条主要入湖河流均已建成了由省、
市、县、乡、村五级干部担纲河长的治理体
系。

自从担任社区河长以来，李俊彪记不清
自己在河边巡查了多少回，“不管是小饭馆
偷倒泔水，还是河边小作坊占道经营、私搭
乱建，只要发现问题，我们绝对一查到底。”

2016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明确提出到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

水利部河长办副主任、河湖管理司副巡
视员刘六宴介绍，我国已在2018年6月底全面
建立河长制，并在2018年年底全面建立湖长
制。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共设立了省、
市、县、乡四级河长湖长30多万名；各地还因
地制宜，设立村级河长湖长90多万名。

消失江豚再现身

“拆除矮围之后，十几年没见过的江豚
又回来了！”在洞庭湖畔的漉湖芦苇场，当地
渔民高兴地告诉记者。

洞庭湖有“长江之肾”“鱼米之乡”的美
称。但长期以来，养殖业废水污染湖水，矮围
网围分割湖面，非法挖沙吞噬湖洲，“湿地抽
水机”欧美黑杨破坏湖区生态……

对此，湖南省明确提出，以河长制切入，
建设大美洞庭湖。

在一级级河长湖长的共同推动下，2017
年冬，湖南砍掉了洞庭湖周边近300万棵欧
美黑杨；当年12月，洞庭湖内拆除矮围网围
472处，破坏生态、威胁行洪的非法矮围基本
被拆除。

在一场场河湖治理战役中，各级河长湖
长发挥着关键作用。

水利部河长办副主任、河湖管理司河湖
长制工作处处长李春明介绍，仅在2018年，
全国省、市、县、乡四级河长湖长巡河巡湖次
数就达717万人次，有的省份河长湖长巡查
发现并督办整改河湖问题超10万个。

在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当地以问
题导向为关键点，着力推动河湖长制“见河
长”“见行动”“见成效”。

湖北省黄石大冶湖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主任王细军没有想到，去年因为未在规定时
间内关停两家养殖场，他被时任大冶市市
长、大冶市第一总河湖长王刚直接约谈。约
谈后仅7天，大冶湖畔的两家养殖场就全部
关停。

“河长制让更多人参与到了河流治理，
保护力量成倍增加。”张拾化说，以昆明市五
华区为例，全区仅主要河流就有80多公里，

“如果仅靠水务部门，不可能实现如此高质
量的监管巡护。”

全民护河水长清

在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成的过程中，
不仅各级干部纷纷担任河长湖长，定期巡河
巡湖，一个特殊的群体———“市民河长”“民
间湖长”也主动参与进来，成为河湖保护工
作中的新“风景”。

“我的目标，就是让子孙后代能够看到
洞庭湖的美。”洞庭湖首批“民间湖长”何大
明开着船在洞庭湖江豚活动较频繁的扁山

岛区域巡湖，眼前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描绘的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美景。

2018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
江，来到洞庭湖区的岳阳市，通过实时监控
察看了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
护状况。他勉励大家继续做好长江保护和修
复工作，守护好一江碧水。

“总书记的嘱咐让我们很振奋，感觉肩
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何大明说。

今年1月，一场为昆明100个“市民河长”
团队举办的聘任仪式在滇池畔举行。36岁的
皮划艇爱好者陈嘉佳与皮划艇俱乐部的40
多名伙伴组成的团队是其中之一，他们负责
巡视入滇河流船房河。

“只有接触，才懂得爱护。”陈嘉佳说，正
是因为喜欢划皮划艇，他和伙伴们才会对水
有如此深的感情。

每到周末或工作日下班较早的时候，陈
嘉佳就会和伙伴们相约在船房河边，划着皮
划艇巡河，一边收集水中的垃圾，劝导岸边
钓鱼的市民。一些钓鱼的市民不理解，但陈
嘉佳每次都笑脸相迎，以真诚赢得理解支
持。

“我宁愿得罪人，也不愿意得罪滇池。”
陈嘉佳说。

他念念不忘小时候那个干净清澈的滇
池，“那时候，可以在滇池里游泳，游完爬上
岸后，父亲总会给我买一瓶山楂汽水。”

如今，经过多年治理，曾臭气熏天的船
房河成了入滇河流中河水最清、景观最美的
河流之一，许多市民闲暇时都会来河边散步
游玩。

陈嘉佳说，他最喜欢沿着船房河一直划
到入滇河口，欣赏昆明西山的落日美景，“夕
阳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上，非常漂亮，就像回
到了小时候。”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百万河长 护水长清
——— 河长制开启治河新时代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发言人臧铁伟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关注到了
近期美国一些国会议员重提涉港法案问题，对香港的一
些事务包括对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香港警队严格执法说
三道四，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我们对此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
法，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是中国的香
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有香港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
洛西日前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指责香港特区政府拒绝尊重
法治和“一国两制”框架，并呼吁美国国会推动讨论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臧铁
伟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臧铁伟说，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香港居民的
各项自由和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
士所公认的客观事实。近期以来，香港一些违法犯罪的
暴力分子公然攻击打砸立法机构，暴力袭警，肆意殴打
无辜市民，这些行为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严重的犯罪，
都将受到依法惩治。

他还表示，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和警队依法捍卫法治
和秩序的正义之举，美国有些国会议员发表不负责任的
言论，一再抹黑和诋毁。请问如果这些暴力行为发生在
美国，美国的法律、美国的警察会如何应对？这些议员
是否还要支持和纵容这些行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
题，是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问题。他们的
目的不是真正关心香港人民的福祉，而是破坏“一国两
制”和香港的繁荣稳定。我们严正要求美国国会的有关
议员停止支持、包庇暴力犯罪分子，停止干涉香港事务
和中国内政，停止推动有关涉港议案，多做有利于中美
互信和合作的事情，任何妄图破坏“一国两制”、破坏
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在回答有关香港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时，臧铁伟表
示，当前，香港局势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是止暴制乱、恢复
秩序。“8·31”决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
的决定。香港事务的处理必须在宪法、香港基本法和相关
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在法治的轨道上予以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议员干涉香港事务

新华社香港8月21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
茂波21日表示，如果香港目前的社会事件不能够早日停
下来，会造成失业率上升压力。失业率一旦开始上升，
会上升得很快。

数据显示，香港5月至7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2 . 9%，较前两月的2 . 8%微升。陈茂波在会见传媒时表
示，最近的社会事件令旅游、零售、餐饮等相关行业的
失业率尤其受到影响。

“失业率如果要升，其实可以升得很快，我们尽可
能要采取措施避免这些情况出现。”陈茂波说，受亚洲
金融风暴影响，香港的失业率曾经从1997年底的2 . 2%飙升

至1998年底的5 . 9%。
谈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时，陈茂波表示，香港拥有

“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法制优势，“面对国际，我
们是中国的一部分；面对内地，我们是内地与国际接通
的一道大门。‘一国两制’优势，我们要用好及守护
好。”

陈茂波表示，在创科发展方面，香港在高校科研力
量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拥有优势，可以和包括深圳在内
的城市进行互补合作，提升竞争力。“我们很努力希望
在创科方面有所发展，这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多元化，也
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更多优质就业机会。”他说。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

社会事件如持续会造成失业率上升压力

游客在香港尖沙咀游玩
(8月20日摄)。

近期一系列的社会事件
使香港旅游业备受重创。香
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
局数据显示，香港的游客人
次同比增幅已由6月的正值
逐渐变为负值，8月初跌幅变
为31%，香港酒店入住率7月
开始出现双位数同比跌幅，
香港零售业表现预计8月滑
向双位数跌幅。

□新华社发

风波未定
旅游寒来

本报讯 8月21日，新华社转发人民日
报署名文章《让企业在中国市场轻装前
行——— 如何看待当前营商环境》。文章
说，营商环境也是生产力，为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我国一直加快打造国际化、法
治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说：“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
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
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
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
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看成绩———

我国成为营商环境改善幅

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据世界银行《2019营商环境报告》，

中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第四十六位，是营
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首次跻身全球创新指数20强——— 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
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十七位，较上
年提升5位。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
实力的重要体现。我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
提升，表明我国大幅度改善营商环境的成
效被世界广泛认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洲表示。

看挑战———

改善营商环境能有效应对

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

事实证明，应对国际市场风险，改善

营商环境是一个强有力的手段。
更深层次讲，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一些企业发

展遇到困难。“减税降费见效快。短期
看，能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发展后
劲；长远看，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拉动
投资和消费，有利于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
区间，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广东
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珺说。

看未来———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只

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何进
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受访专家认为，改善

营商环境根本上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
系，厘清二者边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
策措施和市场监管也应以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为目的。

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我国将对照国际标准，持续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北
京8月21日电 人
民日报8月21日署
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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