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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非特殊类监管证件
年底前全部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办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建
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新机制；决定进一步推进通关便利化，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要求
更大力度对外开放，促进进出口多元化发展。
加快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记录
会议指出，信用是市场
主体安身立命之本 。 深化
“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要
坚持不懈，公正监管必须落
实到位，只有管得好才能放
得开 。 加强信用监管是基
础，是健全市场体系的关键，
可以有效提升监管效能、维
护公平竞争。
一要依法依规建立权
威、统一、可查询的市场主体

信用记录，并依法互通共享，
打破部门垄断和信息
“孤岛”
，
能共享的信息不得要求市场
主体重复提供。推广信用承
诺制，对相关行政许可事项，
申请人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
材料的，
应予即时办理。
二要用好失信联合惩戒
的
“利剑”
。规范设立市场主
体信用“黑名单”，强化跨行
业、跨部门联合惩戒，
对失信

主体依法依规惩治直至逐出
市场。结合“双随机、一公
开”
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按信用情况确定合理的分类
抽查比例和频次。
三要推进“互联网+监
管”
，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对失
信行为早发现、早提醒、早处
置。严格保护商业秘密和个
人隐私，严肃查处利用信用
信息谋私行为。

放的要求：
一是继续简化通关流
程、压缩时间，实施进口概要
申报、完整申报“两步申报”
通关模式改革。
二是进一步简化进出口
监管证件，年底前对除安全

保密等特殊情况外的监管证
件，提前一年全部实现网上
申报、网上办理。
三是各地要提高口岸作
业效率，
强化口岸收费目录管
理，
兑现降费承诺，
强化责任，
并依法查处垄断收费行为。

进一步推进通关便利化
会议指出，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相关部门推进
通关便利化取得明显成效。
进出口通关时间提前实现比
2017 年压缩一半的目标，通
关成本显著降低。下一步，
要按照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

促进进出口多元化发展
会议指出，以企业为主
体，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有
利于促进外贸稳中提质和经
济平稳运行。要积极推进同

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贸协
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研究扩
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鼓励企业完善国际营销

网络，推动适应国际市场需
求的产品出口。积极增加进
口。促进进出口平衡稳定健
康发展。 据央视新闻联播

10 部委联合出台新政
为社会办医发展送上
“大礼包”
▶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 12 日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
意见》。
《意见》提出，各地要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
发展空间。
《意见》提出加大政府支
持社会办医力度。包括拓展
社会办医空间、扩大用地供
给、推广政府购买服务、落实
税收优惠政策等 4 项措施。
要求落实
“十三五”
期间医疗
服务体系规划要求，严格控
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
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营
利性社会办医，包括诊所等
小型医疗机构，可按规定享
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意见》提出，
推进
“放管
服”
，简化准入审批服务。包
括提高准入审批效率、规范
审核评价、进一步放宽规划

限制、试点诊所备案管理等
4 项措施。要求各地于
2019 年底前出台省、市、县
优化社会办医跨部门联动审
批实施办法。支持和鼓励社
会办医参加医院等级评审。
政府对社会办医区域总量和
空间布局不作规划限制。在
北京、上海等 10 个城市开展
诊所备案管理试点。
《意见》提出，优化运营
管理服务。包括优化校验服
务、优化职称评审、提升临床
服务和学术水平、加大培训
力度等 4 项措施。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依法依规校验医疗

机构，重点审查医疗服务能
力和医疗质量。社会办医专
业技术人员与公立医疗机构
专业技术人员一样同等参与
职称评审，且不受岗位比例
限制。
医学类科研项目承担单
位的选择坚持公开平等择优
原则，一律不得对拟作为项
目承担单位医疗机构的性质
进行限制。各地政府使用财
政性资金开展或以各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名义组织的相
关业务和人才培训，要为符
合条件的各类医疗机构平等
提供名额。
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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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游客 1 小时花 2 万!桂林涉事导游被吊销导游证
据新华社
◎北京发布新规：
教师有体罚幼儿等 11 项行为或将被开除 据人民日报
◎格力电器：将继续不限量购买奥克斯相关空调产品做检测 据人民日报

鲜果价格居历史高位
5 月 CPI 同比上涨 2.7%
国家统计局 12 日发布
2019 年 5 月份全国 CPI（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
数）数据。
2019 年 5 月 份 ，全 国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7%。其中，食品价格上
涨 7.7%，非食品价格上涨
1.6%。 在食品中，鲜果价
格处于历史高位 ，同比上
涨 26.7% ，涨 幅 比 上 月 扩
大 14.8 个 百 分 点 ，影 响
CPI 上 涨 约 0.48 个 百 分
点。不过，6 月以来大量应
季水果上市，西瓜、葡萄、
桃等水果品种价格较上月

大幅下降 。专家表示 ，后
续水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
降。在非食品中 ，教育文
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居住
价格分别上涨 2.6%、2.5%
和 1.8% ，合 计 影 响 CPI 上
涨约 0.90 个百分点。
2019 年 5 月 份 ，全 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
上 涨 0.6% ，环 比 上 涨
0.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
格同比上涨 0.2%，环比持
平。1—5 月平均，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
上涨 0.4%，工业生产者购
进 价 格 上 涨 0.2% 。
据央视新闻

泉港碳九泄漏事故
8 名责任人员被依法公诉
据福建泉州市人民检 某仁、副总经理雷某华、常
察院消息，日前，泉州市泉 务副总经理陈某芳提起公
港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 诉。
定，
依法对泉港碳九泄漏事
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依
故 8 名相关责任人员提起 法对东港石化公司员工徐
公诉：
某清、刘某山、陈某山以及
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和 “天桐 1 号”化工船作业人
谎报安全事故罪依法对东 员叶某彪、林某定提起公
港石化公司法定代表人黄 诉。
据央视新闻

女子抢夺公交方向盘
获刑 3 年半、
被取消落户资格
2018 年 12 月，四川籍
女子梁某某在上海浦东乘
坐公交车时 ，因错过下车
时机与司机发生争吵 ，后
抢夺方向盘 ，造成公交车
失控，与路边车辆相撞。6
月 12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梁某某因犯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法 院 方 面 表 示 ，梁 某
某是四川来沪人员 ，已经
在上海打拼多年 ，本来她
几个月后即将获得上海的
落户资格 。然而 ，由于这
次抢夺公交车方向盘的冲
动之举 ，梁某某已经触犯
了刑法 ，她的落户资格已
被取消。
据央视新闻

抵制恶意投诉！
快递协会拟设不良用户黑名单
据国家邮政局网站消
息，针对“女快递员跪求原
谅却遭‘恶意投诉’”一事，
中国快递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孙康 12 日在接受中国
邮政快递报记者的采访时
表示，
快递企业不仅要维护
用户的合法权益，
也要维护
从业人员的基本权益，
要清

理不合理内部处罚，
真正关
心关爱员工。孙康呼吁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
不向不良
倾向低头，
抵制恶意投诉行
为。
孙康还透露，
中国快递
协会目前正在研究建立不
良用户黑名单制度。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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