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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
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出版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辑的《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
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一书，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
国发行。 据新华社

李克强同国际经济组织
举行“ 1+6”圆桌对话会

9 月 12 日上午，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钓鱼台国宾馆同世
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
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劳
工组织总干事赖德、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和金
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卡尼共同举
行“ 1+6”圆桌对话会。

与会各方以“构建开放、活
力、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
围绕“全球经济形势与经济全
球化的未来”、“推动中国经济
转型升级”两个议题深入探讨。

据新华社

国家信访局：市县层面分
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见效

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
作将在中央和省级层面继续推
进的基础上继续向纵深开展，
在市县层面全面落地见效。据
悉，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
作自 2014 年启动以来，37 个中
央部委目前已出台了分类处理
责任清单，27 个省份出台了分
类处理工作规程，一些地方还
将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纳入
了地方性法规，“信访是个筐，
什么都往里装”的局面得到有
效改变。 据新华社

红十字会开展公开募捐
活动要受民政部门监管

民政部 11 日发布消息，日
前已联合中国红十字总会发出
通知，红十字会开展公开募捐
活动应当向民政部门申请公开
募捐资格证书，每年要向民政
部门报送社会捐赠及其使用情
况并向社会公开。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意见
提升质量总体水平

新华社 12 日受权播发《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
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
到 2020 年，我国供给质量明显
改善，供给体系更有效率，建设
质量强国取得明显成效，质量
总体水平显著提升。

意见强调，提高供给质量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是提
升供给体系的中心任务。要坚持
以质量第一为价值导向，坚持以
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和增强国家
综合实力为根本目的。据新华社

中央军委完成军队编成
改革专项机动式巡视

中央军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8 日召开第 13 次会议，听取中央
军委派出的 5 个巡视组开展军队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专项机
动式巡视情况汇报，研究审议巡
视发现的重要问题和线索。至此，
历时 8 个月的军队规模结构和力
量编成改革 3 个阶段巡视任务顺
利完成。 据新华社

国家网信办：微信群等
群主应履行群组管理责任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７
日印发《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
管理规定》提出，互联网群组建
立者、管理者应履行群组管理
责任，即“谁建群谁负责”“谁管
理谁负责”，依据法律法规、用
户协议和平台公约，规范群组
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

据新华社

12 个城市暂停
共享单车新增投放

7 日，北京市交通委宣布
暂停在北京市新增投放共享单
车。至此，包括上海、深圳、广
州、北京 4 个一线城市在内，全
国共有 12 个城市先后宣布暂
停共享单车的新增投放。

交通运输部等 10 部门 8
月初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和规
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
导意见》，对共享单车这一市场
自发成长起来的新业态作了科
学定位。共享单车为不少市民
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公里”问
题，但无序投放、乱停乱放、占
用行人和机动车通道、故障残
破车辆回收不及时等成为各地
面临的共同问题。 据新华社

中国企业 500 强揭榜：
最赚钱企业是银行

10 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
国企业家协会连续第 16 次发
布“中国企业 500 强”排行榜。
2017 中国企业 500 强中，国家
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位列三
甲。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2019 年我国力争基本完成
农村重点危房改造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
和国务院扶贫办近日下发通
知，要求各地加强和完善建档
立卡贫困户等 4 类重点对象农
村危房改造工作，力争到 2019
年基本完成、2020 年做好扫尾
工作。 据新华社

湖南地方教材含“致命错
误”，官方道歉并将修订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及
地质出版社公开回应称：“就该
教材部分内容不全面、不完善、
更新不及时向全省中小学生以
及社会各界表示歉意。”回应中
表示，湖南省教育厅日前组织
部分水上救援专业人员及医护
人员，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
论证。据此，湖南省教育厅责成
省教科院等立即根据专家论证
意见对相关内容进行修订。修
订内容经专家审查后，将印发
更正通知，组织指导教师按照
修订后的内容开展教学。

据新华社

新农合异地住院费用
可以直接报销了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农

民加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以下简称“新农合”)。新农合的
筹资水平也从最初每人 30 元，
逐步提高到目前 600 元左右，
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从最初的
35% 提高到 75% ，深受农民欢
迎和认可。 据《光明日报》

恶意透支信用卡 25 万元
逾期不还构成诈骗获刑

广西玉林市男子张某，系海
南儋州某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
司法人，因资金紧张恶意透支
两张信用卡共 257183 . 2 元，发
卡银行多次催款仍不偿还。日
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法院
判决，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张
某有期徒刑 5 年，并处罚金 5
万元。 据央广网

婚恋交友网站雷区多：
实名制成摆设

网络电话应用 WePhone
的开发者苏享茂自杀一事，成
为最近几天的网络热点。苏享
茂与其前妻通过婚恋网站相识
后迅速结婚，其家属提供的信
息进一步显示，苏享茂的前妻
在婚恋网站上的注册资料多处
造假。此事更多细节不甚明朗，
难以置评。撇开事件本身，婚
恋网站的现状倒是值得一谈。
毕竟，最近几年，婚恋网站诱
导用户充值，交友遇“酒托”，
身份信息随意设定等不规范
之处频现。 据《法制日报》

陕西绥德孕妇坠楼事件
涉事医院两人被停职

11 日从陕西省榆林市委
宣传部了解到，根据绥德“ 8·
31 ”孕妇坠楼事件调查处置领
导小组的调查，榆林市卫计局
于 10 日晚决定：对榆林市第一
医院绥德院区主要负责人和妇
产科主任停职，并责成医院即
刻对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薄
弱环节进行整改。8 月 31 日，
绥德孕妇马某在榆林市第一医
院绥德院区妇产科二病区待产
期间坠楼身亡。 据新华社

我国目前最先进的
时速 250 公里动车组下线

从中车唐车公司了解到，
9 月 8 日，新型 CRH3A 动车组
在该公司下线，这是我国目前
最先进的时速 250 公里等级动
车组，也是目前国内唯一既适
用时速 200 至 250 公里高铁客
运专线，又适用时速 160 至 250
公里城际市域铁路的主力车
型，可实现从干线铁路到市域
交通的无缝衔接。 据新华社

美国华人科学家
制出新型锂电池

美国华人科学家团队研
制出一款基于水基电解液的
新型锂离子电池，不仅电压首
次达到笔记本电脑等家用电
子产品所需的 4 伏标准，且能
完全避免现有商用锂电池存
在的着火和爆炸危险。

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新
型聚合物凝胶涂层，涂在电极
上后，水分子无法靠近电极表
面；首次充电后，凝胶分解形
成稳定界面，将电极和电解液
隔离，阻止水分子在工作电压
下分解。该技术不仅提高了电
池的储能和充放电性能，还完
全规避了有机溶剂电解质易
爆炸的风险。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俄 K-62 直升机亮相
可用于多种民用用途

9 月 9 日俄罗斯直升机
集团首次向国内外观众展示
最新款多用途卡-62 型直升
机。该机型最大起飞重量为
6500 公斤，载重 2000 公斤，或
者可搭载 12 至 15 人。这是位
于滨海边疆区阿尔谢尼耶夫
市的“进步”航空公司生产的
第二款样机。据参考消息网

印度或增购 C17 运输机
价值 3 . 66 亿美元

印媒报道，印度正考虑

向美国购买价值 3 . 66 亿美元
C-17“环球霸王”(Globemaster)
运输机的建议。

目前印度拥有总数 1 0
架的 C-17"环球霸王"III ，这
是根据 2011 年总额 41 亿美
元的合同购买的。这些能够
运送物资飞行 1 万多公里
的飞机被印度空军积极用
于在印度和邻国遭受紧急
情况地区的人道主义和救
援行动。 据环球网

美军研制终极火箭筒
对各国坦克产生威胁

经过一年多的测试，美
军肩扛式 M3 火箭筒经历了
一些重大升级。

美国陆军在 6 日宣布，
它已批准立即使用 1111 个
M3E1 火箭筒。M3E1 反坦克
系统是为陆军和美国特种部
队开发的，新钛壳将系统重
量降低 6 磅，长度减少 2 . 5 英
寸。陆军希望新型火箭筒将
用相同的武器发射多种弹药
的能力。 据环球网

台军护卫舰卸弹作业
竟将导弹摔坏

台军近日闹剧频生，继
大批导弹因即将过期被迫突
击发射后，11 日又在一艘成
功级护卫舰上，一枚导弹在
装卸时不慎滑落甲板，造成
弹头及尾翼损伤。

台湾海军舰队指挥部表
示，海军 146 舰队子仪军舰
11 日下午 3 时许，在马公测
天岛码头执行标准一型导弹
卸弹作业，其中一枚导弹吊
载时不慎滑落甲板，造成导
弹弹头及尾翼损伤，初步研
判可自行修复，更换零附件
后可正常使用。 据环球网

土耳其买俄 S400 导弹
土总统埃尔多安近日宣

布，已经与俄罗斯政府签署
了购买俄 S-400 型防空导弹
系统的重大合同，并支付了
首付款。

埃尔多安表示，购买这
一防空系统将以俄给土耳其
提供贷款的方式进行。土耳其
此举可能是向美国及其他北
约国家表明自己的独立政策，
同时埃尔多安以这种强硬姿
态表明，土并不将美国视为一
个可靠盟友。 据《环球时报》

美俄两国进行会谈
欲给“外交战”降温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

盖·里亚布科夫与美国副国务卿
托马斯·香农 11 日至 12 日在芬
兰首都赫尔辛基会谈，试图给两
国“外交战”降温。

双方讨论的双边关系议题
包括对彼此领事馆的限制。里亚
布科夫说，如果美国首先限制俄
驻美外交人员的活动，出于对等
原则，俄罗斯将对美驻俄外交人
员作出同样的限制。

此外，此次美俄会晤还就双
边关系的战略稳定性进行讨论。
里亚布科夫说，这一议题包括多
个层面，从进攻性战略核武器、
太空技术到导弹防御系统，俄美
会就“所有内容进行讨论”。

美联社分析，美俄举行副外
长级会晤是为了缓和目前的紧
张关系。 据新华社

美国会通过决议敦促
特朗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
11 日和 12 日先后通过决议，敦
促总统特朗普谴责支持种族主
义、极端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
仇恨团体。

这份决议由弗吉尼亚州民
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协商起
草，在参众两院获得一致通过，
并已送交白宫等待特朗普签署。

决议呼吁特朗普“公开发声
反对支持种族主义、极端主义、
仇外主义、反犹主义和白人至上
主义的仇恨团体”，并“运用总统
和总统内阁的所有可用资源，遏
制这些仇恨团体在美国的势力
扩张”。 据新华社

英国“脱欧”关键议案
获议会下院通过

英国议会下院 12 日投票通
过一份名为《大废除法案》的“脱
欧”关键议案，旨在将现有欧盟
法律转换为英国国内法，为英国

“脱欧”后的法律承接做准备。
经过两天的辩论后，英国议

会下院以 326 票支持、290 票反
对的结果通过这一议案。

《大废除法案》将废除英国
议会在 1972 年制定的《欧洲共同
体法案》，后者确立了欧洲共同
体（欧盟的前身）法律在英国的
直接或间接适用、当两者法律冲
突时欧盟法优先等原则。据当地
媒体报道，在英国加入欧洲一体
化４０多年的进程中，已有上万
条与欧盟有关的法律并入英国
法律体系。 据新华社

委内瑞拉总统同意
与反对党重启对话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12 日
说，他同意接受西班牙前首相萨
帕特罗以及多米尼加外长巴尔
加斯邀请，重启与委内瑞拉反对
党联盟对话。

马杜罗说，加拉加斯市长豪
尔赫·罗德里格斯将立即率领执
政党代表团前往多米尼加与反
对党联盟代表进行会晤。他重
申，只有对话才能解决双方分
歧、促进国内经济复苏。

马杜罗作出上述表态后，反
对党联盟当天下午发表声明说，
在国家宪法秩序恢复前，该联盟
拒绝与政府重启对话。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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