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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时事 A03

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第四次大督查情况汇报

部分地方去产能不到位
会 对发现的问题抓紧整改。
议 推广督查中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
要
求 对督查中各地提出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采纳。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13 日 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月 13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
务院第四次大督查情况和重点
政策措施落实第三方评估汇报，
持续狠抓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促
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更
大成效。
会议指出，督查是政府完善
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政策执行力
的重要举措。在连续三年开展全
国大督查的基础上，近期国务院
再次对 18个省（区、市）开展实
地督查，并组织有关部门自查。
总的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
报告确定的重大政策措施、重点
任务等，取得明显成效，巩固和

发展了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推进
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民
生改善。督查也发现一些地方去
产能工作不扎实不到位、投资项
目报建和银行开户等审批用时
长、涉企不合理收费屡禁不止、
科技成果转化障碍多等问题。会
议要求，一要对发现的问题抓紧
整改。坚定不移去过剩产能，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要彻
底清查未纳入“地条钢”清单的
落后钢铁产能，一旦发现从严处
理，并严肃问责，防止死灰复燃。
相关部门要抓紧出台措施，整治
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学会等存在
的重复、偏高和过度收费，坚决
取缔违规收费。商务部要尽快提
出进一步促进利用外资的措施。

国台办：

发展改革委要牵头对解决部分
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调整不规
范导致资金闲置、推动项目施工
图联合审批等拿出办法。二要推
广督查中发现的各地在深化“放
管服”改革、降低企业成本、促进
创业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等
方面的典型经验做法。三要对督
查中各地提出的意见建议认真
研究采纳。对涉及法规制度立改
废的要深入研究，对可以立行立
改的要尽快落实。会议强调，以
上督查整改情况年底前要向国
务院汇报。要建立重大决策部署
常态化督查督办和激励问责机
制，以改进政府作风、提高行政效
能的更大成效，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

双台风来袭 沿海严阵以待

借李明哲案
攻击大陆是徒劳的
新华 社 北 京 9 月 13 日
电（记者 查文晔 刘欢 赵博）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13日
就台湾居民李明哲相关案件
评论表示，大陆是法治社会，
任何人在大陆都要遵守法律
规定和社会公共秩序，触犯
法律都要受到法律追究。任
何利用此案进行政治操作、
影响或诋毁大陆依法办案、
攻击大陆政治和法律制度的
企图都是徒劳的。
安峰山是在当天举行的
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
答记者提问时作上述表示
的。他介绍说，9月 11日，岳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了大陆居民彭宇华、
台湾居民李明哲颠覆国家政
权案。在该案侦查、审理过程

中，大陆办案机关一直严格按
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办案，
被告人及家属的诉讼权益得
到了充分维护和保障。大陆办
案机关依法通知被告人家属
参加庭审旁听。庭审结束后，
应被告人家属请求，法庭安排
李明哲与母亲、妻子会见。对
庭审的有关情况，岳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通过新浪微博进行
了全程视频和图文播报，新华
社等大陆媒体在庭审后作了
相关报道。一些台湾媒体也全
程报道了庭审情况。对于下一
次开庭的时间以及是否仍会
允许李明哲妻子来大陆旁听，
安峰山在答问时表示，本案一
审审结之后，法庭会择期进行
宣判。届时会由司法部门依法
来作出决定。

■相关新闻

国台办谈岛内高中语文文言文争议

意图删减高中课本文言文比
重一事。这段精彩应询话音
“看到美景时，我们可以感叹 刚落，记者席中发出了会心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 的笑声，随后在网上更赢得
天一色’，而不只会说‘哇，真 人们热烈“点赞”。
安峰山强调指出，在教育
美’；表达志向时，我们可以
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和文化领域搞“去中国化”，图
之乐而乐’，而不是满脑子只 谋割裂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血
知道升官发财；遇到感情纠 脉联系，只会伤害台湾社会、
葛时，我们可以感叹‘人生若 荼毒台湾年轻一代，这样做是
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不得人心的。
“记得小时候，父母和老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
心易变’，而不只会说‘蓝瘦 师教育我们要熟读唐诗三百
首，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
香菇’。”
13日的国台办例行新 安峰山答问时说，优秀的中华
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安峰山 传统文化经过千百年潜移默
连引三句古诗词为“为什么 化，内化为每一个中国人人文
要学古文”作出注解，以此评 精神和气质修养的一部分，成
点台当局和岛内“独”派势力 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新华 社 北 京 9 月 13 日
电（记者 查文晔 赵博 刘欢）

9 月 13 日，边防官兵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中心渔港帮助渔民加固缆绳。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 摄

移，努力把台风可能造成的损失
降到最低。温州市、台州市、宁波
市、舟山市启动了防台风Ⅲ级应
急响应，绍兴市、湖州市、嘉兴市
启动了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铁路部门计划暂停发售 9月
14日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海洋
渔业部门已加强渔港作业人员和
在港船只的安全避风管理，海上
作业渔船要求于 13日全部进港
避风。此外，温州全市共转移各类
人员 5841人，台州已转移人员
17436人，宁波市已停航三条航
线，转移人员 8695人。
随着今年第 19号台风“杜
苏芮”逐渐逼近，海南省气象局于
13日 5时发布台风四级预警，海
南省“三防”总指挥部 13日 8时
启动防汛防风Ⅳ级应急响应，全
面部署“杜苏芮”防御工作。
13日 14时，台风“杜苏芮”

中心位于距离海南省万宁市东南
方向约 720公里的南海东部海
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9级，风
速达 20米每秒，以每小时 18公
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
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台风
级或强台风级，预计将于 14日
夜间到 15日白天从海南南部近
海经过，或在海南南部沿海地区
登陆。海南省防总要求，各有关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提前布防，严阵
以待，做好强化水库安全、渔船回
港防风等应急处置工作。
记者从粤海铁路了解到，受
“杜苏芮”影响，粤海铁路对海南
进出岛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进行了
调整，13日至 16日进出岛旅客
列车改由广东广州、廉江等地始
发、终到，海南环岛高铁动车组开
行暂未受影响。

今年第 18号台风“泰利”和
第 19号台风”杜苏芮”正在分别
向我国闽浙沿海以及海南等地区
逼近，浙江、福建以及海南等地正
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工作。
今年第 18号台风“泰利”来
势凶猛，风力强，雨势大。据浙江
省气象部门消息，
“泰利”预计将
于 14日夜间到 15日早晨沿浙
江近海北上，也不排除在浙江省
中部沿海登陆后转向东北方向的
可能性。14至 15日沿海最大风
力将增强到 12至 14级。
据介绍，“泰利”台风强度可
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可能是
今年对浙江产生影响最大的台风。
对此，浙江省相关部门提前
部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启
动应急响应，排查隐患，确定防御
重点，落实各项防御措施，渔船入
港、海边海岛景点关闭、人员转

据新华社

上半年两岸贸易额持续增长
新华 社 北 京 9 月 13 日
电 （记 者 赵 博 刘 欢 查 文
晔）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13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
表示，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
额持续增长，大陆方面持续
推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立
场和态度是一贯的，也是非
常明确的。
安峰山介绍说，今年上
半年，两岸贸易额达 874.9亿
美元；大陆批准台商投资项
目 1688个，实际使用台资金
额达 11.9亿美元。大陆方面
一直积极协助台商转型升
级，帮助他们降低在大陆的
经营成本，解决融资难题。此
外，我们也积极促进台资企

业取得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
为台湾同胞共享大陆发展机
遇和成果创造更好的条件和
环境。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互
利共赢、前景广阔，是任何力
量无法阻挡的。
他在答问时说，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9月 3日
至 5日在厦门举行，期间有
几位台资企业负责人以福建
企业代表身份应邀参加了工
商论坛活动。相信大陆与金
砖国家各项合作的深入开展
将为台资企业提供更多发展
机会。以高铁、电商、移动支
付和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大陆
“新四大发明”在岛内引发舆
论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