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01

)*+,-./012!

"34567893:#;5<*=>?@A#=>BCD#E

FGHIJJKK.LMNJO$PQR5%STUV&.WX' (

!YZ$[% \P9]^_`abc8defeghfibcj

+,-# klm45n

!"#

copqZrstnuvwtn#x

$%

`a%yz`a_{|}~�����.��)*

����

!"$&

�

$%

�

$$

� ���

中国新闻B1
���w

'

� � ��

'

� �

��������

23456789:;<

A�����

$%

�

$%

�� !!

"#$% &'"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方面必须
正视现实!承认钓鱼岛争议"

有记者问#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
政府正在研究改善双边关系方案!如参
考 !#$%年$日中联合声明%!在坚持&不

存在主权争议'原则的同时!表示(认识
到中方主权主张)*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是否同意该方案+

洪磊说!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
场是明确一贯的!当前重要的是日方必
须正视现实,承认争议,纠正错误,回到
谈判解决问题的道路上来*

\

5

 

�

9

¡

¢

£

7

¤

n

¥

¦

§

¨

©

ª

«

¬

嫦
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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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年
虹
湾
登
月

!"日! 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
欧阳自远院士出席了由中国宇航学会
主办的 (%"!%年世界空间周科普报告
会)!给北京中小学生作题为-中国人的
探月梦%的精彩演讲!会后接受了记者
关于我国探月工程和火星探测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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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二号是我国于 %"!"

年 !"月成功发射的第二颗月球探测
器*在半年预定寿命内!全面完成了既定
的 &项工程目标和 '项科学探测目标*

与嫦娥一号撞月的归宿不同!嫦
娥二号将在太空工作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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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三号有望于 %"!(

年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 )*!(+运
载火箭发射* 着陆地点基本确定在虹
湾地区* 从嫦娥一号,二号传回的月
球影像图看!虹湾地区具备地形平坦,

能源充足,通信畅通,轨控有效等特
点!目前看来是最佳着陆选择*

为防止剧烈撞击月球!先用发动
机反方向将探测器往上推!到距离月
面 '米以内时!再由着陆探测器自由
落地(降落)虹湾*

着陆探测器完成着陆后!就看巡
视探测器月球车的了* 月球车相当于
一台智能机器人!配备 (&"度全景相
机,红外光谱仪和 ,射线谱仪!将进行
月面(巡视)*

¥¦§¨+嫦娥三号有望首次实
现月夜(生存)!难在克服大温差* 月
面条件比近地环境更恶劣!长达 !'个
地球日的月昼!太阳热流照射时间长!

月表温度可达 !%"摄氏度* 月夜的 !'

天内没有太阳光照!温度可下降至零
下 !-"摄氏度* 所以!嫦娥三号探测
器系统将首次采用同位素温差电源与
热利用技术,先进的热控技术,低重力
环境下机构的重复展开与收拢,月尘
环境下机构的润滑与密封等技术!确
保探测器系统顺利度过月夜*

¥¦§¨+嫦娥三号有望建立覆
盖火星探测范围的测控通信网* 嫦娥
三号任务中!我国首次自主开展月面就位科学探测.首次利用超宽
带毫微秒脉冲技术探测月壤厚度和月壳岩石次表层地质结构.首
次在月球上开展极紫外望远镜观测地球等离子体层.尤其在国际
上首次进行月基光学天文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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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期&绕)月!二期&落)月任务后!第三期月球探测
的工程目标是掌握月球探测器自动取样并返回技术!在月面分析取样
基础上!采集关键性样品返回地面* 这一任务计划由嫦娥五号完成*

第三期月球探测的科学成果将为月球基地的选址提供月面环
境,地形,月岩的化学与物理性质等科学依据!为载人登月和月球
基地建设积累经验和技术*

在基本完成无人月球探测任务后! 我国择机实施载人登月探
测以及建设月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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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我国火星探测工程计划开展三个阶段
的探测#全球遥感探测,软着陆与巡视探测以及自动采样返回*

此外!我国将统筹开展太阳,小行星,金星,木星系统等的探
测!以期在太阳系的起源与演化,太阳和小天体活动对地球的灾害
性影响, 地外生命信息探寻等研究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的重大科
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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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取消和调整的 (!'项行政审批
项目!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一是投资领域* 特别是对涉及实体
经济,小微企业发展,民间投资等方面的
审批项目进行了清理*如!发展改革委下
放了&扩建机场#总投资 !"亿元至 %"亿
元的项目核准),&在沿海新建年吞吐能
力 %""万吨至 .""万吨煤炭,铁矿石,原
油专用泊位项目核准)的审批权限!商务
部下放了 &外商投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
设立及变更审批)等 !-项涉及外商投资服务业
领域的审批项目!证监会取消了&证券公司设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审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核准)等项目*

二是社会事业项目*加大了对教育,医疗卫
生, 文化等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领域行政审批
事项的清理,精简和调整力度* 如!教育部取消
了&高等学校设立,撤销,调整研究生院审批),

&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编写核准)! 卫生部取消
了&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卫生许可)!

新闻出版总署取消了&期刊出版增刊审批)*

三是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如! 发展改革

委,水利部,农业部取消了&商品粮基地水利工
程年度投资计划审批)!水利部取消了&组建公
益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审批)!税务总局取
消了 &企业在缴纳所得税税前扣除财产损失审
批)!林业局取消了&天然林保护工程省级实施
方案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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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扎实稳步
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大幅精简了行政审
批项目*二是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三是推进了

依法行政*四是加强了政府管理创新*五是促进
了廉政建设*

!KLM?@ANO

主要表现在# 一是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依
然存在!审批项目仍然较多*二是对行政审批设
定管理不严*特别是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管
理不规范!随意性大* 一些部门和地区利用&红
头文件),规章等!以登记,备案,年检,监制,认
定,审定以及准销证,准运证等形式!变相设置
审批事项* 三是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还不健

全* 一些部门权力过于集中! 同时承担
审批,执行,监督,评价职能!权力被滥用
的风险较大*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增强针对性!着
力解决这些突出问题*

!PQRSF+KT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 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向前推
进*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将着力做好
以下工作#

一是积极推动国务院决定的贯彻
落实*二是按照应减必减,该放就放的

原则! 适时组织对国务院部门的行政审批项
目开展新一轮清理!提出取消和调整建议*探
索建立审批项目动态清理工作机制* 三是积
极推进行政审批规范化建设* 编制并公布国
务院部门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严格审
核国务院部门拟新设的审批项目! 建立健全
新设审批项目审核论证机制* 逐步规范非行
政许可审批项目的设定和管理* 督促有关部
门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加强日常动态监管*四
是进一步健全行政审批服务体系* 五是深入
推进行政审批领域防治腐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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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部网站 !"日公布民政部新近
颁布的-关于规范社会团体开展合作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 -规定%

旨在从制度层面加强对社会团体开展合作活动进行规范管理! 尤其
是对&卖牌子)敛财,负责人不当关联交易等社会关注的不法行为*

根据-规定%!社会团体开展合作活动必须遵循三项基本要求#一
是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二是要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
业务范围.三是要自觉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社会监督*

针对&卖牌子)敛财乱象!-规定%明确!社会团体应在合作前对
合作方进行调查了解!如同意合作方使用本组织名称,标志!应签
订授权使用协议.以&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支持单位),&参与
单位),&指导单位)等方式开展合作活动的!应全程监管!不得以挂
名方式合作.将自身业务活动委托其他组织承办或者协办的!应当
加强主导和监督!不得向承办方或者协办方以任何形式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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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网 !"日
公布了-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的决定%* -决定%说!经严格审核论证!国务院决定第
六批取消和调整 (!'项行政审批项目*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
工作分工!抓好监督检查!完善规章制度!确保行政审批
项目的取消和调整及时落实到位* 同时! 要强化后续监
管!明确监管责任!制定监管措施!做好工作衔接!避免出
现监管真空*

-决定%同时说!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的部署和要求!在现有工作基础上!积极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

要进一步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凡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
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

政府都要退出* 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
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以部门规章,文件等形式
违反行政许可法规定设定的行政许可!要限期改正*

要积极推进行政审批规范化建设*新设审批项目
必须于法有据! 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合法性,必
要性,合理性审查论证*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任何地方
和部门不得以规章,文件等形式设定或变相设定行政
审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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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日从广州
市番禺区纪委获悉!经纪检部门初步调查!网民反映的广州市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妻儿名下拥有 %!处房产
情况基本属实!并且!蔡彬过去按规定向组织递交的家庭财产申报
所报告的房产数量与此有一定距离* 当地纪委已成立调查组!调
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发布*

网帖提供的广州市房管部门制作的 -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
况查询证明%显示!蔡彬及其家庭成员共有 %!套房产!其中 !-套
位于广州番禺区!(套位于南沙区!面积最大的位于番禺区沙湾镇
龙岐村西环路东侧//%厂房0!达 ('".0(平方米!%!套房产总面积
$%"(0((平方米*

广州南沙获批国家级新区A���� 国务院日前
批复 -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
划%! 允许南沙新区在对外开
放,城市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

力争打造成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的示范区* 广州南沙新区地处珠江入
海口!规划面积 -"(平方公里!是我国第六个国家级新区*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协调的各部门将赋予南沙新区多项优惠政
策!包括进一步促进与港澳的人员和货物往来!并允许港澳地区的

建设, 医疗等服务机构和执
业人员在南沙新区开展相应
业务! 给予外籍高层次人才
居留便利! 放宽免税居留期

限*此外!国家支持南沙新区开展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开展国际教育
合作试验!在自主招生,课程设置,学位授予等方面给予更大自主
权* 而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南沙新区将建设成为一个国家级
的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