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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简政放权改革
措施，让市场活力更大释放；确定完善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使更多创新型企
业得到政策支持。

会议指出，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力度，持续为企业
松绑减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清障
搭台，是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扩大有效需求的重要举措。会议决定，
一是按照国务院确定的清理中央指定
地方实施审批事项的要求，在去年已取
消一批审批事项基础上，再取消纳税人
申报方式核准、地方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的部门预审等150多项审批事项，便利
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促进就业、方便
群众办事。二是再取消10余项束缚创
业创新的部门行政许可。三是采取取
消或改由审批部门委托开展技术服务
并承担费用等方式，再清理规范192项
中介服务事项。此次清理后，原作为审
批必要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已取消
70%。对保留的中介服务事项，有关部
门将制定清单并向社会公布。四是整
合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4类餐饮服
务公共场所的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
许可证，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一家许
可、统一监管，并承担相应行政责任，完
善食品安全保障机制。五是在此前已

取消4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
基础上，再取消汽车营销师、咖啡师、注
册人力资源管理师等61个事项。尽快
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目录之外
不得开展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同时，
为强化对改革的法治保障，把审批项目
取消和下放、普遍性降费等改革成果及
时用法律形式确定和巩固下来，会议决
定对66部行政法规相关条款进行一揽
子修改，并增加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完
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规定。以更有
力有效的“放”与“管”释放企业发展和
创新潜能。

会议认为，通过完善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办法，加大对科技企业特别是

中小企业的普惠性政策扶持，激励市
场主体增加研发投入，可以有力推动

“双创”，培育创造新技术、新业态和
提供新供给的生力军，促进经济升级
发展。会议确定，修订现行的《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更多向中小企
业倾斜。一是适当放宽认定条件。适
应研发外包、众包等趋势，对高新技术
企业取消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科技人员
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 30%以上的要
求，改为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
动的科技人员占比不低于 10%。在
保持大中型企业 3%和 4%研发费占
比要求不变的情况下，将小企业的研
发费比例要求由 6%降至 5%。取消

近3年内获得知识产权或取得5年以
上独占许可的条件，鼓励企业自主研
发或转让技术。二是简化认定流程，
缩短公示时间。高新技术企业在资
格有效期内跨管理区域整体迁移的，
其资格继续有效。采取随机抽查与
重点检查双结合等方式，优化对高新
技术企业的管理。三是扩充重点支
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将制造业中的
增材制造与应用等新技术和服务业
中的检验检测认证等技术，以及文化
创意、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等领域的
相关技术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剔除一
批落后技术，使政策优惠发挥对科技
创新的牵引作用。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简政放权改革措施

饭馆酒吧等由食药监管部门统一监管
确定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使更多创新型企业得到政策支持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
者靳若城）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
方面对中方在永暑礁新建机场进
行校验试飞的指责别有用心，不
值一驳。

有记者问：菲律宾政府13日
称，菲方已就中方在永暑礁新建机
场进行校验试飞向中方提出抗议。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洪磊说，中国的航空器从海南
岛至永暑礁的飞行，完全是中国
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同时，中国
与各国一样，在南海享有飞越自
由。中方有关校验试飞活动具有
专业性、技术性、民事性和国际公
益性。“菲律宾方面的指责别有用
心，不值一驳。”

另有记者问：菲律宾国会12日
要求发债券买军舰，以保护菲方在
南海的战略资源。此外菲律宾要求
美国近期再次进行南海巡航。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当前亚洲地区经济发
展形势良好，区域合作蓬勃开
展。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已经
成为地区的大潮流。“我们奉劝有
关国家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的事情。”

他说，中方一向尊重和维护各
国依据国际法在世界各地享有的
航行和飞越自由，但坚决反对任
何国家以行使航行和飞越自由为
由炫耀武力，损害中国的主权和
安全利益。

菲律宾对中方
在永暑礁新建机场
进行校验试飞的
指责不值一驳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
者靳若城 臧晓程）外交部发言人洪
磊13日表示，中方有权在钓鱼岛领
海正常航行和开展巡逻活动，奉劝
日方不要采取任何挑衅或导致事态
升级的行动。

洪磊是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
上回答有关记者提问时做上述表
示的。

据报道，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
在12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将对进
入日本领海不符合“无害通过”的
外国军舰采取海上警备应对行
动。有日本媒体认为，这是日本政
府制定的应对中国军舰进入钓鱼
岛的新方针。

洪磊就此表示，中方有权在钓
鱼岛领海正常航行和开展巡逻活
动。“我们奉劝日方不要采取任何挑
衅或导致事态升级的行动，否则，一
切后果自负。”

中方有权
在钓鱼岛领海
正常航行和
开展巡逻活动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新华社北京1月 13日电 最高检13日消
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武
汉钢铁（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邓崎琳以
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
工作正在进行中。

检察机关依法决定
对邓崎琳立案侦查

据新华社深圳1月13日电（记者王攀）总部
位于深圳的中国广核集团13日对外通报表示，国
家发改委日前复函同意该集团申报的ACPR50S
海洋核动力平台纳入能源科技创新“十三五”规
划，这一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将为我国海洋资源开
发、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强国战略实施提供安全、
稳定、可靠的海上能源，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通报表示，ACPR50S是中广核自主研发、自
主设计的海上小型堆技术，单堆热功率为20万千
瓦，可为海上油气田开采、海岛开发等领域的供
电、供热和海水淡化提供可靠、稳定的电力。目
前，中广核正在开展ACPR50S小型堆示范项目
的初步设计工作，预计2017年启动示范项目建
设，2020年建成发电。

另据了解，中广核目前正在研制陆上小型堆
技术ACPR100，单堆热功率为450MW，可作为
百万千瓦级大型核电机组的补充，推广应用到大
型工业园区、偏远山区等领域，实现协同发展。

我国海洋核动力平台
科研正式立项
预计2017年启动示范项目建设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据新华社南宁 1月 13 日专电
（徐海涛 文建斌）利用天津港爆炸
事故，在网上公开发布博文称父亲
在事故中遇难，骗取网民同情“打
赏”捐款，1月13日，备受关注的利
用“8·12”天津港爆炸事故网上诈骗
一案在广西防城区人民法院正式开
庭审理。

据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 8月
13日1时许，被告人杨某某在网上得
知“8·12”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后，在
其新浪微博账号“我的心永远属于拜
仁慕尼黑always”上先后发布两条
虚假微博，称联系不上在爆炸现场附
近工作的父亲，其母亲也已去世，引

发网民关注。
同日22时许，杨某某在其微博上发

布了第三条虚假微博，反映其父亲已经
遇难。该条微博再度引发关注，并获得
了3739名新浪微博网友共计3856笔

“打赏”，总金额达96576.44元人民币。
案发后，杨某某的涉案新浪微博

账号于2015年 8月14日被微博管
理员关闭，并冻结该账号收取的款
项。目前，该3856笔“打赏”款已全
部退还各网友。

庭审上，被告人杨某某对公诉机
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并无异议，
当庭表示认罪和悔过，并请求法庭从
轻判处。此案将择日宣判。

利用天津港爆炸事故网上“骗赏”9万多元

杨某某诈骗在广西受审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中国政府网12
日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
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

意见指出，近年来，围绕食用农产品、食品、药
品、稀土产品等重要产品，各地区、部门积极推动
应用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建设追溯体
系，取得积极成效。但是，也存在统筹规划滞后、
制度标准不健全、推进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意见明确，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将食用农
产品、食品、药品、农业生产资料、特种设备、危险
品、稀土产品等作为重点，分类指导、分步实施，推
动生产经营企业加快建设追溯体系。要完善标准
规范，发挥认证作用，推进互联互通。要强化企业
主体责任，发挥政府督促引导作用，支持协会积极
参与，发展追溯服务产业。通过建设重要产品追
溯体系，要促进质量安全综合治理，促进消费转型
升级，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国办出台意见

加快推进重要产品
追溯体系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国家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13日发布2个通告，分别通报海口市制
药厂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的19批次产品、四川省
长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16批次药品
不符合规定。

通告称，经国家药品抽验，发现海口市制药厂
有限公司生产的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的酸碱度和
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的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和
装量差异不符合规定，注射用盐酸甲氯芬酯装量
差异和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安徽同泰药业有限
公司和江西民济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妇科止带片
多批次产品的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

通告指出，标示为四川省长征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的异烟肼片、南昌白云药业有限公司生
产的乳酸依沙吖啶溶液、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天
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补肾强身胶囊、江西保
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安胎丸等13家企业生产的
16批次药品，因含量测定、微生物限度、重量差异、
装量差异、装量、性状、有关物质、鉴别等项目不符
合规定。具体名单已在食药监总局网站上公示。

食药监总局药品抽验：

35批次产品不符合规定

支付宝发布2015年年度账单

在线支付改变人们衣食住行

蚂蚁金服日前发布“2015年支付宝年度
账单”，作为拥有数亿用户的支付平台，支付
宝的数据折射了中国在线消费的新趋势。
2015年中国网络消费呈现了哪些特点，对于
志在撬动国内市场的企业，这些数据又指出
了什么方向？

2015年，在线支付更加深入地融
入日常生活。支付宝数据显示，2015
年上海人均支付金额超10.4万元，成为
国内首个人均支付突破10万元的省
市。浙江省以9.4万元排第二，北京、江
苏和福建则紧随其后。

支付宝人均年支付金额之所以再
创新高，和其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密不可

分，甚至大有取代现金和银行卡之势。
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开始从
线上走进线下，包括转账、缴费、信用卡
还款、O2O线下消费，餐饮、超市便利
店消费、出行、理财、社交等多个场景，

都可以直接在线支付。
与此同时，移动支付占比也历史性

地占据了主导地位。支付宝数据显示，
2015年其移动支付笔数占整体比例高
达 65％，2014 年这个数字还只有

49.3％。仅一年光景，移动支付就迅速
占比过半，而且随着提速降费的落地，
这一比例还有望继续攀升。

可能很多人没想到，移动支付最流
行的地方并不在经济发达地区。支付宝
数据显示，移动支付笔数占比排名前列
的地区分别是西藏、贵州、甘肃，这些省
区的移动支付占比均超过四分之三。

首现人均支付“10万＋”省份

在线支付也大大改变了我们日常
的衣食住行。2015年可谓O2O定局之
年，大众点评和美团合二为一，与饿了
么开启双雄对峙的格局。与此同时，在
线叫外卖也成为2015年的常态，支付
宝数据显示，外卖的笔均支出为 30

元。其中，杭州、武汉、温州位列外卖点
餐量排名前三城市。

有趣的是，支付宝的数据还显示，在

各色各样的餐饮小吃中，“黄焖鸡米饭”
力压“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成为新
晋的最受欢迎国民料理。2015年颇受

争议的“大虾”，在青岛的行情其实一般，
反而在重庆、合肥和杭州最为畅销。

出行方面，2015年全国每次打车的
平均花费20元。手机打车活跃榜中，杭
州排第一，其打车订单量占到全国11.4％，
紧随其后的是成都、广州、上海、北京。

最受欢迎的国民料理

除了在网上花钱，越来越多的人
也开始在网上理财，互联网金融也更
多渗透大众生活，而且年轻人也成了
主力。

支付宝数据显示，2015年参与招
财宝和余额宝的理财用户，人均获得
256.7元收益。其中，80后理财人群占

比40.6％，90后理财人群占比37.3％，
而且18岁到22岁的中学生和大学生用
户的占比近20％。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金融并

非城里人才会玩的“游戏”。支付宝
数据显示，2015 年参与理财的人群
中，有 14.4％的用户来自农村，借助
互联网金融，农村理财市场需求也

得到释放。
互联网保险也开始吸引更多消

费者的关注。在投保人数上，90 后
以 43.1％的占比取代 80 后，成为保
险市场的绝对主力。在投保笔数上，
上海排第一，其次是北京、杭州、广
州、深圳。

年轻人成互联网金融主力军

得益于品类和价格优势，“海淘”依
然受到了全民追捧。支付宝数据显示，
2015年“海淘”人均消费844元，境外线
下刷支付宝人均消费1285元，退税人
均金额超540元。

和理财、移动支付不同，发达地
区的消费者在“海淘”方面优势显
著。其中，广东人消费力最强，消费

支出笔数占全国11.6％；浙江以10％
的份额紧随其后，之后是江苏、上海、
北京。

不过，二三线城市“海淘”的活跃
度在迅速提升，而且消费额度更高。

在消费退税方面，三四线城市的用户
显示出消费力更强。退税单笔金额排
名前列的城市中，三四线城市占了多
数，这也说明中小城市消费者“海淘”
更为卖力。

对此，业内专家认为，对于中国企
业来说，网络只是改变用户的消费行
为，但是不能改变消费者的习惯。因
此，真正要将中国消费者的钱留在国
内，功夫在网下，还需要中国企业的持
续发力，将产品做好做精。

记者姚玉洁 叶健
（据新华社新媒体专电）

“海淘”受全民追捧

1月13日，被告人杨某某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接受法庭
审判。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武警特战队员进行快速穿越障碍训练。
新年伊始，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展开，全军和

武警部队聚焦强军备战，积极投身改革，以演兵场
上真打实备的实际行动，奋力书写改革强军的合
格答卷。新华社近日派出多路记者，分赴刚刚成
立的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以及海
军、空军和武警部队，全景式扫描陆、海、空、天、电
多维空间里新年开训的火热场景。 新华社发

全军和武警部队
新年开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