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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侯
丽军）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人民大会
堂同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举行会
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规划双边
关系未来发展，为中毛友好合作注入新
动力。

习近平欢迎阿齐兹来华进行国事
访问并出席2015中国－阿拉伯国家博
览会开幕式。习近平指出，中毛建交半
个世纪以来，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真诚

合作，是好朋友和好伙伴。中毛虽然国
情不同，但有着共同发展诉求，也面临
相似挑战，双方应该继续紧密合作。中
方感谢毛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问题上一贯给予坚定支持，将继
续支持毛方维护稳定、谋求发展的努
力。中方愿同毛方密切两国政府、政
党、议会友好往来，扩大文化、新闻、教
育、青年等人文领域交流合作。我们愿
同毛方继续深化两国基础设施建设、矿

业、渔业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农业、水
电、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同毛方
分享建设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等方面经
验。中方将继续通过派遣医疗队、提供
医疗物资等方式，促进毛方医疗事业发
展。双方要继续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
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协调，维护两国及发
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毛里塔
尼亚在内的中非合作论坛成员密切沟

通，把将于今年在南非召开的中非合作
论坛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办成加
强中非团结、促进合作共赢的一次盛
会。中方也愿同毛方加强在中阿合作
论坛框架内合作。

阿齐兹表示，毛里塔尼亚珍视同
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建交半个世纪
以来，毛中合作已扩展到政治、经济等
各个领域，并取得积极成果。毛里塔
尼亚愿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进一步深化

同中国合作关系，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框架下有关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
毛投资。在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越来越
多共同挑战的形势下，毛方希望进一
步密切同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和
协调，愿为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成功作
出自己的努力。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经济
技术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
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习近平同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会谈时强调

为中毛友好合作注入新动力

9月14日，市民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状元农贸市场内购物。
当日，浙江省温州市龙湾状元农贸市场正式推出支付宝业务，市民购买商品后

可以通过支付宝付款。
据了解，龙湾状元农贸市场内WiFi全覆盖，百余个摊位支持支付宝交易，不少

商户还同时经营网店，推出网上订菜服务，线上下单、线下配送，实现线上线下同步
运营。 新华社发

温州：菜市场推出支付宝支付业务

9月14日，搭载高分九号卫星的长征二号丁
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当日12时42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九号卫星送
入太空。高分九号卫星是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
系统科技重大专项安排的一颗光学遥感卫星，地
面像元分辨率最高可达亚米级，主要应用于国土
普查、城市规划、土地确权、路网设计、农作物估产
和防灾减灾等领域，可为“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
战略实施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信息保障。高分
九号卫星和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空间技术研究院、上海航天
技术研究院负责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209次飞行。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 摄

我国成功发射
高分九号卫星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
赵超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14日召开
会议，部署八大举措促投资稳增长：

一是突出抓好专项建设基金投资工
作，充分发挥投贷结合、债贷组合效应。

二是积极推进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价
格改革，努力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三是加快推进三大战略和城镇化、
双创、国际产能合作，突出抓好重点项
目落地。

四是持续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加快

补齐小康社会建设短板。
五是制定三年滚动投资计划，加强

重大项目储备库建设。
六是有序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向纵深发展，不断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和经济内生动力。

七是持续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打
通金融资金向实体经济流动渠道。

八是多措并举全方位促进经济稳
定增长，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目标。

发改委出台八大举措
促投资稳增长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经李克强
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调整
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
的通知》。此次调整，围绕优化投资结
构，对2009年确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资本金比例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完善，
合理降低投资门槛，有利于提高投资能
力，增加有效投资，加快补上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及其他发展“短板”，通过改革
促进结构调整和民生改善。

此次调整主要坚持了三项原则：
一是总体调低。除产能严重过剩

行业外，其他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总
体调低5%。

二是有扶有控。适度调低有利于
增加有效投资行业领域的项目资本金

比例，比如，关系国计民生的港口、沿海
及内河航运、机场项目，铁路、公路、城
市轨道，以及玉米深加工等项目。同
时，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和急需的停车场
项目，以及经国务院批准、情况特殊的
国家重大项目的资本金比例可比规定
比例再适当减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
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
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有关规定，继续
执行原有的较高资本金比例。

三是独立审贷。金融机构要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和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
原则独立审贷，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下一步，将着力抓好以下几项工
作：

一是积极推进有效投资项目的建

设。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港口、沿海及
内河航运、机场等领域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由 30%调整为
25%，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由25%调整为20%，玉米深加工项目
由30%调整为20%，同时，城市地下综
合管廊和急需的停车场项目，以及经
国务院批准、情况特殊的国家重大项
目资本金比例可比规定的再适当降
低。采取这些措施，有利于调动这些
行业领域的投资积极性，要顺势而为，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推进有效投资
项目的建设。

二是要继续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
业。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
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及国家投资

管理规定和产业政策，坚决遏制产能盲
目扩张。产能过剩行业要继续执行原
有的最低资本金比例，钢铁、电解铝项
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维持40%不变，水泥
项目维持35%不变，煤炭、电石、铁合
金、烧碱、焦炭、黄磷、多晶硅项目维持
30%不变。

三是坚持金融机构独立审贷。金
融机构要根据借款主体和项目实际情
况，执行好国家规定的最低资本金比例
制度要求，对资本金的真实性、投资收
益和贷款风险进行全面审查和评估。
要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发
放贷款以及具体的贷款数量和比例，通
过有扶有控的政策引导，促进形成合力
的投资结构，增强发展后劲。

国务院印发《通知》

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

9月14日，市民在山西省洪洞县大
槐树派出所体验居民身份证照片“自助
满意拍”系统。

近日，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派出所
推出居民身份证照片“自助满意拍”系
统，市民可以在拍摄区通过遥控器，根据
电视屏幕显示的图像进行自助拍摄，若
对拍摄照片不满意还可进行重拍，在提
升群众满意度的同时也提高了派出所工
作人员的办事效率。 新华社发

山西洪洞推行居民
身份证照片自拍系统

据新华社香港9月14日电 据香
港特区政府新闻处14日消息，加拿大菲
沙研究所日前发表最新报告，再次把香
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特区政府
对此表示欢迎，指香港坚持自由市场原
则，一再获得国际称许。

2014年10月，菲沙研究所曾把香
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政府重视香港
的经济自由，并会致力维护法治精神及
司法独立的优良传统，继续维持规模小
而有效率的政府，保持自由开放的贸易
环境，因为这些均是香港经济赖以成功
的基石。”

在五个主要评估范畴中，香港在
政府规模、国际贸易自由和监管上排
名第一。

此次评选，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是根
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可获知的最新一
年的数据）对全世界157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了经济自由度排名，中国香港、新加
坡和新西兰位列前三名。

香港蝉联全球
最自由经济体

9月14日，一位市民在长春市伊通河畔骑车，远处为一处在建楼盘。
9月10日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的有关政策：一、9月10起，职工家庭拥有1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住房贷款，为改
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
由30%调整至20%。二、9月10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住房公积金个人新
建商品住房贷款的单笔最高额度由80万元调整至100万元。 新华社发

长春：住房公积金新政出台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李江涛）
2012年出生的首批含有脂肪性脂肪连接蛋白基
因的体细胞转基因克隆牛“妞妞”成功繁育后代，
第二代“转基因小牛”出生后各项体征正常，身体
健康。这意味着我国应用体细胞克隆技术培育自
主品牌的肉牛新品种迈出了关键一步，国人有望
早日吃上国产“雪花牛肉”

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课题“优质高效转基因
肉牛新品种培育”负责人、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
术学院教授倪和民说，这头第二代转基因小牛来
之不易，其母亲“妞妞”经过团队3年的努力，才于
2012年8月1日在北京农学院综合试验基地诞
生，刚出生时身体瘦弱，无法主动进食，后经过团
队人员悉心照顾，“妞妞”达到性成熟，可以履行繁
殖后代的任务。

倪和民表示，这证明我国此项技术已取得三
大突破：一是通过体细胞转基因克隆技术获得的
转基因牛具有正常繁育功能，说明克隆牛能够扩
繁其种群数量；二是通过对小牛的检测，含有脂肪
性脂肪连接蛋白基因的基因已在其身上进行繁
衍，并稳定整合，表明该基因能够一代代传承；三
是通过对土壤环境指示生物蚯蚓以及转基因牛圈
舍周围土壤中微生物等的生态环境指标的测定，
未发现转基因牛对周围环境有不良影响。这些说
明体细胞转基因克隆技术生产体系可用于转基因
动物的安全生产。

我国首批转基因克隆牛
成功繁育后代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教育部网站14日
发布《教育部关于推进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及中医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改革的实施意见》
指出，2016年实施招生单位自主划定本单位临床
医学类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考试科目
等其他改革暂不进行，从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起，全面实施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考试招生改革。

意见指出，教育部划定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供招生单位参考，
同时作为报考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
考生调剂到其他专业的基本成绩要求。招生单位
自主划定的总分要求低于教育部划定的初试成绩
基本要求的，下一年度不得扩大临床医学类专业
学位招生规模。

意见要求，报考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的考生可按相关政策调剂到其他专业，报考
其他专业的考生不可调剂到临床医学类专业学
位。医学学术学位仍然执行国家统一的复试、调
剂成绩要求。所有新招收的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同时也是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的住院医师，其培养工作按照研究生培养方案和
国家统一制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进行。

教育部发布《意见》

明年招生单位可自主划定
临床医学类考生初试成绩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倪
元锦）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14日
在此间召开的“环境与发展论坛”上表
示，今年上半年，第一、第二阶段实施

“空气质量新国标”的161个城市的空
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的比例，同比提高
8.2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
降17.4％。

吴晓青表示，下一步，将坚持以环
境质量改善为核心，打好“大气”“水”

“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着力完善环

境标准和技术规范体系，鼓励技术研发
和应用，进一步开放环保市场，大力培
育环保产业，严惩环境违法行为，重点

打击偷排、偷放等环境影响大、群众反
应强的恶意违法排放行为，集中整治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的弄虚作假行为。

吴晓青说，未来还将继续深化环境
领域改革，创新环境治理模式，组织实施
好环境监测、环保督查、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等多项改革，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
作、市场激励、公众参与的多元体系。

上半年161座城市
PM2.5平均浓度同比降17.4％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14日下午同俄罗斯总理梅德
韦杰夫通电话。

李克强表示，近期中俄高层互访

和会晤频繁。中方愿同俄方加强沟通
与协调，以下一轮中俄总理定期会晤
和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为契机，共
同推动中俄关系以及各领域务实合作

取得新成果，为实现共同发展提供新
助力。

梅德韦杰夫表示，俄中关系友好。
我期待年内赴华出席俄中总理定期会

晤和上合组织总理会议。俄方正在积
极筹备，确保会晤和会议取得成功。相
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以及上
合组织合作将取得新进展。

李克强同俄总理梅德韦杰夫通电话时表示

共同推动中俄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果

据新华社天津 9月 14日电 （记
者毛振华）记者 14 日从天津滨海新
区政府获悉，在天津港“8·12”特
大火灾爆炸事故中受损的车辆已
经可以理赔。市民可通过填写登
记表及到公安部门报案等方式报
备，未投保商业车损险的也可以获
得赔偿。

在这次事故中受损严重的七个
小区居民的非营运机动车辆有损
坏的，居民可从群众工作组领取、

填写《“8·12”爆炸事故居民非营
运机动车辆损失登记表》，其中租
户需提供租赁合同。其他受损车
主需到辖区公安部门进行报案，报
案证明、登记表等材料准备完毕后
交回指定服务点。

根据爆炸后续处理目前的工作安
排，9月14日开始发放相关登记表格，
交回时间截止到9月16日，9月17日
到21日为筛查时间，9月22日开始查
勘定损。

天津港爆炸事故
受损机动车赔偿工作启动新华社南京9月14日电（记者刘

巍巍）记者14日从江苏省昆山市政府获
悉，以“花开并蒂，灯映两岸”为主题的
2015海峡两岸中秋灯会将于23日至28
日在昆山开发区慧聚寺广场举办，届时
两岸民众将同享流光溢彩之美。

本次灯会共设三大灯区，分别为主
灯区、街灯区和氛围灯区。其中，主灯区
设置妈祖巡游、二结王公过火、乞龟保平
安、同源祈福等4组台湾主题灯组，多彩
鹿城、昆曲牡丹亭、鱼米之乡、三阳开泰
等4组昆山主题灯组，以及文在昆山、鱼
跃前行、喜庆灯廊等3条灯廊；街灯区设
置“中华美德”“幸福生活”“快乐童年”

“宝岛风情”“艺术之美”等五个主题灯区
22组中型灯组；氛围灯区则对相关路段
的树木进行亮化、装饰，设置晚风拂柳、
百鸟归巢、生命之水等氛围灯组。

记者采访了解到，两岸中秋灯会每
个灯组和灯区皆蕴含特定意义，映衬“花
开并蒂，灯映两岸”之主题。

海峡两岸中秋灯会
23日昆山亮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