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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郝
亚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日下午在中南
海紫光阁会见泰国外长敦·巴穆威奈。

李克强表示，中泰一家亲。中方愿
同泰方巩固传统友谊，统筹规划好各领
域交流与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更

好造福两国和地区人民。
李克强指出，中泰铁路合作是当前双

方合作的重点和亮点，不仅有利于将“一带
一路”倡议同泰国发展战略相衔接，带动两
国经济发展，也将为中国同泰国以及中南
半岛各国深化经贸合作、密切人文往来创

造有利条件。希望双方抓紧落实有关共
识，确保中泰铁路早日开工建设。

李克强赞赏泰方过去三年担任中
国－东盟关系协调国期间所做富有成
效的工作，表示愿同各方一道努力，促
进中国－东盟关系继续深入发展，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李克强强调，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我们顺应和积极引领新形势，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推动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的同时，着力为新产业、新业态的
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

和新动能。这也将为包括泰国在内的地
区各国带来更大发展机遇。

敦·巴穆威奈表示，泰方珍视同中
国的友好合作关系，高度重视两国铁路
合作，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泰中铁
路早日动工，促进两国共同发展。

李克强会见泰国外长敦·巴穆威奈时指出

确保中泰铁路早日开工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部署加快推进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意见》明确，我国将以纯电驱动为
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主要战略取向，按照
统筹规划、科学布局，适度超前、有序建
设，统一标准、通用开放，依托市场、创
新机制的原则，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
成适度超前、车桩相随、智能高效的充
电基础设施体系，满足超过500万辆电
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意见》提出，要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专项规划设计和指导。各地要将充电
基础设施专项规划有关内容纳入城乡规
划。原则上，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大型
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
建设或预留建设充电设施安装条件的车

位比例分别为100%、10%、10%，每2000
辆电动汽车至少配建一座公共充电站。

《意见》提出，要完善充电设施标准规
范、建设充电智能服务平台、建立互联互
通促进机制、做好配套电网接入服务、创
新充电服务商业模式，加快制定、修订或
完善有关标准规范，大力推进“互联网＋
充电基础设施”，促进电动汽车与智能电
网间能量和信息的双向互动，组建国家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将充电基
础设施配套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纳入各
地配电网专项规划，鼓励充电服务企业创
新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商业合作模式。

根据《意见》，各地方政府将于
2016年3月底前发布充电基础设施专
项规划，制定出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
营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部门协调配
合，强化对各地的指导与监督。

国办印发《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到2020年满足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
钱春弦）为适应我国城乡居民旅游休闲
消费升级客观需要，浙江省东钱湖旅游
度假区、广东省东部华侨城、云南省西
双版纳等17家旅游度假区9日正式成
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据介绍，先后有 60多家度假区申
请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经全国旅
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组织
专家进行现场检查、听取创建工作成果
汇报并报经国家旅游局批准，确定这17
家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国家旅游局9日还宣布撤销对辽
宁省沈阳市植物园的严重警告处分和
对河北省保定安新白洋淀景区、山西忻
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黑龙江哈尔滨

市太阳岛公园、江苏南京夫子庙秦淮风
光带景区、浙江杭州市千岛湖风景名胜
区、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古城景区、河南
洛阳市龙潭大峡谷景区、广东清远市连
州地下河旅游景区、陕西渭南市华山景
区等9家5A级景区的警告处分。

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彭德
成表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继5A级
旅游景区之后又一块体现我国旅游服
务业水平的金字招牌。它与5A级景区
分别代表了中国旅游度假产品和观光
产品的最高等级，也将和5A级景区一
样，实施动态管理、退出机制。希望17
家单位像爱护5A级景区品牌一样，保
持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品质，成为广大人
民群众喜爱的休闲度假地。

我国确定17家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撤销对千岛湖景区等9家5A级景区的警告处分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
钱春弦）由于存在价格欺诈等问题，山
海关景区5A级资质被取消；丽江古城、
西溪湿地等6家 5A级景区被严重警
告，全国通报并限期整改。

记者9日从国家旅游局获悉，9月
以来特别是十一假日期间，国家旅游局
对旅游投诉较多的部分5A级景区开展
暗访，检查发现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
景区存在价格欺诈，强迫游客在功德箱
捐款现象普遍，老龙头景区擅自更改门
票价格；环境卫生脏乱，设施破损普遍，
长时间无人维修；服务质量下降严重，

导游、医务等岗位人员缺失严重，保安、
环卫人员严重不足。山海关景区已不
具备5A级景区条件并存在严重服务质
量问题，国家5A级景区资质予以取消。

同时，根据暗访检查结果，国家旅游
局决定对云南省丽江市丽江古城景区、广
东省佛山市西樵山景区、江苏省南通市濠
河景区、浙江省杭州市西溪湿地旅游区、上
海市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北京市明十三
陵景区等6家5A级景区给予严重警告，公
开通报并给予6个月时间整改。

据通报，丽江古城景区欺客宰客情
况严重，出租车普遍不打表，商户存在

欺客行为，餐饮场所等价格虚高，多数
商铺无明码标价。

此外，因管理混乱、功能改变等原因，
国家旅游局还决定取消内蒙古自治区锡林
郭勒盟多伦湖景区、重庆巫溪大宁河生态
文化长廊景区、江苏常州亚细亚影城和新
疆盐湖城景区等4家景区4A级资质。

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强调，5A
级景区是我国旅游景区最佳品牌，产业
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家旅游局将坚持
动态管理，通过摘牌、警告等手段，督促
景区坚持以游客为本，不断加强管理，
改进服务，提高品质。

山海关景区5A级资质被取消
丽江古城等6家5A级景区被严重警告并限期整改

10月9日，研究团队负责人、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徐铭恩在发
布会上介绍“打印”肝单元“Re-
genovo 3D Liver”相关情况。

当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机
构的科学家在杭州发布了一款自主
研发的生物3D打印工作站“Re-
genovo 3D bio- print Work
Station”。利用这款新的生物3D
打印设备，科学家们“打印”出肝单
元“Regenovo 3D Liver”。

这两项研究成果9日获得了包
括院士在内的专家鉴定组的肯定，
认为其不但推进了3D打印人工组
织器官的研发进程，也为新药筛选
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将推动中
国新药创制与开发。

据介绍，成人肝脏由50到100
万个称作肝小叶的单元组成，肝小叶
是肝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模仿肝
小叶结构制备肝单元，是制造人工肝
脏的关键步骤。 新华社发

中国科学家实现肝单元生物3D批量打印

●吉林省长白山旅游度假区

●江苏省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

●江苏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

●江苏省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

●浙江省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浙江省太湖旅游度假区

●浙江省湘湖旅游度假区

●山东省凤凰岛旅游度假区

●山东省海阳旅游度假区

●河南省尧山温泉旅游度假区

●湖北省武当太极湖旅游度假区

●湖南省灰汤温泉旅游度假区

●广东省东部华侨城旅游度假区

●重庆市仙女山旅游度假区

●四川省邛海旅游度假区

●云南省阳宗海旅游度假区

●云南省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

首批17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记
者崔静 刘彤）鉴真海岭、苏轼海丘、
徐霞客断裂带……9 日，国家海洋局
向社会公布我国最新勘测命名的
124 个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名称。这
些命名已得到国务院批准，国家海
洋局计划将其分批向国际海底地名
分委会提交审议。

被命名的这些海底地理实体，
101个位于太平洋，15个位于印度洋，
8个位于大西洋。命名主要取自《诗
经》和中国古代人名，富有深厚的中
华文化底蕴。

国家海洋局新闻发言人石青峰表
示，命名过程所使用的资料和数据都来
自于我国大洋调查成果资料，数据可
靠、标准，这些地名的公布和使用，将有
利于各类海洋图件的编制和海洋的科
学勘测、开发管理，有利于科学工作者
开展对有关区域及研究对象的认识和
描述，也集中彰显了我国几十年来在国
际海域调查研究工作的成果，充分表明
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国际海
域事务的突出贡献。

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陈
越表示，国家海洋局计划将此次发布的
124个国际海底地名提案，分批向国际
海底地名命名分委会提交。今年10月
12日，该分委会将在巴西召开第28次
会议，我国将派代表团参会，并提交20
个地名提案。

我国为124个国际海底地理
实体勘测命名

鉴真海岭 苏轼海丘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国家
统计局网站发布消息，我国今年开展的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将于10月16日
至11月15日开展入户调查。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的规定，
我国决定今年开展全国1％人口抽样调
查，以了解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在数
量、素质、结构、分布以及居住等方面的
变化情况，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提供依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告，本次
调查标准时点为2015年 11月 1日零
时，调查对象包括抽中调查小区内的全
部人口（不包括港澳台居民和外国
人）。调查以户为单位进行，应登记的
人包括：2015年10月31日晚居住在本
调查小区的人；户口在本调查小区，
2015年10月31日晚未居住在本调查
小区的人。

具体调查方式上，调查员将使用
手持电子终端设备（PDA）入户进行
登记，或由被调查户于11月 7日前登
录国家统计局网站完成网络调查表
的填写。调查员、调查指导员入户进
行登记时应出示调查员证或调查指
导员证。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
即将启动

10月中旬入户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胡浩）国家
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王斌在9日在
卫计委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我国登记在册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 429.7 万例，患者管理率达到
73.2％，其中96.9％患者病情稳定或基本稳定。

王斌说，据国家严重精神障碍管理信息系统
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在册患者429.7万
例。根据对系统内个案信息初步分析结果，患者
男女比例为 1.07：1，有精神障碍家族史的占
4.67％，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患者高达83.6％；18
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76.1％，患者贫困率
达55.3％。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是极为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贫困率高，文化
程度普遍较低，治疗依从性低，缺乏足够的家庭和社
会支持。

目前，全国已有近三分之一的省份出台了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专项政策。

我国登记在册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429.7万例
患者管理率达到73.2％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赵晓辉、许
晟）中国证监会9日发布《证券期货市场程序化交
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程序化交易的
定义，建立了申报核查管理等严格的监管制度。

管理办法明确，程序化交易即“通过既定程序
或特定软件，自动生成或执行交易指令的交易行
为”，规定程序化交易者需要事先进行信息申报，
经核查后方可进行程序化交易。

管理办法要求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建立程序
化交易和非程序化交易的风险隔离机制，对程序
化交易账户使用专用的报盘通道，并分别设置流
量控制。

针对一些程序化交易使用境外服务器的问
题，管理办法规定，境内程序化交易者参与证券期
货交易，不得由在境外部署的程序化交易系统下
达交易指令，也不得将境内程序化交易系统与境
外计算机相连接，受境外计算机远程控制。

对于违反管理办法规定的，证券期货交易所将
依法采取警示、限制账户交易、提高保证金、限制持
仓、强制平仓等自律监管措施；证券、期货业协会将
建立违规程序化交易者的“黑名单制度”，在一定时
间内，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均不得接受其程序化交易
委托；中国证监会将视情况依法采取监管措施等。

证监会出新规
严管程序化交易

10月9日在江苏如东县境内的海岸线上拍
摄的风力发电机。

截至9月30日，江苏省如东县年内风电上网
电量达到15.08亿千瓦时，占该县同期全社会用
电量的45%。位于南黄海之滨的如东县素有“黄
金海岸”之称，沿着106公里海岸线的595台风
力发电机迎风劲舞，9月7日17时，该县风电累计
上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发电
量超百亿的海上风电场。 新华社发

“黄金海岸”
产出“百亿风电”

新华社沈阳10月9日电 记者从辽宁省纪委
获悉，经辽宁省委批准，辽宁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
成员李景涛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辽宁省总工会副主席

李景涛接受组织调查

这是10月3日拍摄的翁丁古寨茅屋。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

翁丁村，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佤族原始群居
村寨。翁丁村至今仍保留着完整的佤族传统杆栏
式茅草房以及各类佤族祭祀房、神林、木鼓房，当
地人还保留着着一些传统习俗，翁丁村寨以其原
始佤族民居建筑风格和原始佤族风土人情，入选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现在已成为国内外游客参观
游览的地方，全村佤族群众每户年接待游客一项
分红可达10000多元。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 摄

探访古老的
佤族部落翁丁古寨

七要明确安全管理要求，建立安全管理体系、完善有关制度和
标准。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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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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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简化规划建设审批，既有停车位安装充电设施，无需办理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二要加大补贴力度，加快制定“十三五”期间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财
政奖励办法，在产业发展初期通过中央基建投资资金给予适度支持。

三要拓宽多元融资渠道，有效整合各类公共资源为社会资本参与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创造条件。

四要加大用地支持力度，将独立占地的集中式充换电站用地纳入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范围，优先安排土地供应。

五要加大业主委员会协调力度，制定全国统一的私人用户居住地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示范文本。

六要支持关键技术研发，依托示范项目，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探索并推动关键技术及装备的研发。

河北秦皇岛山海关5A级景区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湖4A级景区

重庆大宁河生态文化长廊4A级景区

江苏常州亚细亚影城4A级景区

新疆盐湖城4A级景区

云南丽江市丽江古城5A级景区

广东佛山市西樵山5A级景区

江苏南通市濠河5A级景区

杭州西溪湿地5A级旅游区

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5A级景区

北京市明十三陵5A级景区

摘牌景区

限期整改景区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作为城
市发展理念和建设方式转型的重要标
志，我国海绵城市建设“时间表”已经
明确。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陆克华9日
在此间说，目前全国已有130多个城市
制定了海绵城市建设方案。根据国务院
常务会议有关部署，确定的目标核心是
通过海绵城市建设，使70％的降雨就地
消纳和利用。围绕这一目标确定的时间
表是到2020年，20％的城市建成区达到
这个要求。

陆克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按照国务院要
求，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选
择了16个城市今年开展试点。通过人
工和自然的结合、生态措施和工程措施
的结合、地上和地下的结合，海绵城市建
设将推动解决城市内涝问题，解决水体
黑臭问题，调节微气候、改善水生态等。
海绵城市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目标，而
是一个综合目标，即城市发展理念和建
设方式转型。

我国明确海绵城市
建设的“时间表”

16城今年开展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