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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受访企业认为企业注册和经营便利程度高；
办证不仅门槛降低，时间更是大幅缩短，有些“当场就
能拿到”；从过去的“跑断腿”敲章，到现在的备案、告
知承诺……“证照分离”不仅是解决“办证难”“准入不
准营”问题，更是通过清理行政许可、取消审批，将属
于市场的还给市场。那么，这一改革究竟将为企业和
百姓带来哪些实在的便利？

八成企业点赞
“当场就能拿到行政许可”

去年4月，“证照分离”改革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和自贸
试验区全面展开，针对116个行政许可事项，分取消审批、
审批改备案、告知承诺、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强化准入
管理等5种方式进行改革试验，以解决企业“办证难”。

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是这一改革的尝鲜
者。今年3月底，普华永道商务技能培训（上海）有限
公司宣布其打造的一个国际商务培训项目正式开课，
这也是在全球首次推出的创新业务。

作为我国首家外资职业培训机构，普华永道商务
技能培训（上海）有限公司从注册登记、筹建到开业，
历时仅三个月，这就得益于试点中的告知承诺制。据
介绍，培训机构领取营业执照后，需要到人社部门申
请筹建。现在签署《告知承诺书》后，当场就能取得同
意筹建的行政许可，而以前需要10—20个工作日。

用减证带动简政
更好厘清市场政府关系

“证照分离”试点，是继企业注册资本“实缴改认

缴”“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之后，我国商
事制度改革的第三阶段。如果说“实缴改认
缴”松绑了企业注册时的资金“紧箍咒”，“先照
后证”打开了注册时的“玻璃门”，那“证照分
离”则是将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

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说，“先照后
证”是把审批后置、平移了，而“证照分离”则
是清理这些被后置的审批选项。凡是该由市
场调控的，就交由市场去调控。推进“证照分
离”改革，是要改变以审批发证为主要方式的
传统管理体制，革除与审批发证相关联的寻
租权力和不正当利益，改变与审批发证相伴
的“看家本领”，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体系和
监管平台。

打造监管闭环
更好的管服务更大的放

更大的放，也需致力于实现更好的管。陈学军
表示，目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依托上海事中事后综合
监管平台和浦东新区政务云体系，聚焦行业、领域、
市场事中事后监管的系统集成，积极探索构建了“双
告知、双反馈、双跟踪”许可办理机制和“双随机、双
评估、双公示”监管协同机制，构筑覆盖市场主体全
生命周期的六个“双”的政府监管闭环。

专家认为，一方面，应继续聚焦重点，对与经济发
展关联度较高、企业关注度较高的事项，更多采用取
消、备案和告知承诺方式，加大改革突破力度；另一方
面，也将继续推进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设，实施精准
监管、协同监管、信用监管。

“简政放权绝不是一放了之，放和管是两个轮
子。”马正其说，扩大“证照分离”改革试点要坚持“放”

“管”结合、双轮驱动，坚持“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
谁监管”原则，对改革涉及的各审批项目逐项落实监
管职责，防止“自由落体”。

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陆方舟表示，
下一步浦东新区还将继续加强面上统筹，使“证照分
离”改革试点与自贸试验区建设、审批制度改革、商事
制度改革、执法体制改革等联动推进，与“互联网+政
务服务”、信用体系建设等配套推进，进一步放大改革
措施的叠加效应。同时完善监督评估机制，把企业的
满意度和获得感作为评估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

（据新华社上海9月25日电）

八成企业认为便利

证照分离将进场 把钥匙还给市场
新华社记者 周琳 赵文君 何欣荣

港珠澳大桥、胡麻岭隧道、郑万铁
路、复兴号等超级工程惊艳世界，加快
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移动支付、共享单
车、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大显神通，
让百姓生活更加便捷……由中宣部、中
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
《辉煌中国》日前在央视热播，300分钟
彰显中国五年辉煌。

全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脉络，分为《圆梦工
程》《创新活力》《协调发展》《绿色家园》
《共享小康》《开放中国》六集，全面反映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巨大成就。

“厉害了我的国！”“为祖国骄傲！”
播出后，该片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
响。荧屏上呈现的一个个令人叹为观
止的“超级工程”、一项项震惊全球的

“世界之最”、一组组美不胜收的航拍镜
头，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怀。

“中国又收获了一个大国重器！尖
端技术如同粮食，端自己的饭碗才会香
甜。”当电视画面中出现国产大飞机

C919首飞成功的身影时，国家发改委
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如此
点评道。

作为创新案例之一的摩拜单车员
工也集体收看了纪录片《辉煌中国》。
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摩拜单车首席执
行官王晓峰收看后感慨万千：“近年来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式创新涌现，这些中
国式创新，在中国取得成功之后，也开
始走出国门。”

来自意大利米兰市的安东尼奥·多
托利正是中国共享单车的受益者。他
表示，中国开创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共
享单车模式，已逐渐推广到全球，引领
着生活方式的变革。

“创新是我们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再次焕发出撬动地球的力量。而作为
中央企业的代表，我们有责任，也有义
务，在当前波浪壮阔的创新创业大潮
中，坚持走高技术建设之路，以独占鳌
头的冶金技术自觉支撑起推动中国钢
铁工业由大转强的国家责任。”中国冶
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得知《辉煌中国》纪录片播出的消
息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
别主任文霭杰女士特意抽出时间观看
了《协调发展》这一集。她说，消除贫困
是全世界面对的共同难题。中国最贫
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
绝无仅有，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了中国
方案。

在山西太原，一到晚上7点半，来
自四面八方的出租车司机不约而同地
来到充电站，观看《辉煌中国》。听说太
原的电动出租车上央视了，大家纷纷表
示要趁着充电和吃饭的空当，看看绿色
太原的飞速发展。太原用了不到一年
的时间，将全市8200多辆出租车全部
换成电动车，现在是全世界拥有电动出
租车最多的城市。

“前几年根本不敢穿浅色衬衣，半
天就黑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出
租车司机全是白色衬衣，特别精神。”太
原出租车司机李怀利说，“电动车零排
放，这是实实在在的改变和舒心。”

家住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结古

社区的次成，是玉树地震后的搬迁户，
这几年来的城市新生活让他对《共享小
康》一集感触最深。“以前在牧区，都是
平房，每天见到最多的是牛羊，生活方
式单调。如今生活在城市，出门就有公
交车，自来水通到了房子里，到处都是
高楼大厦，晚上吃完饭可以到小区的广
场跳舞，生活更加丰富了。”次成看过纪
录片更增添了信心：“今后，还要继续努
力，早日实现我的小康。”

“我们党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让科技转化成果服
务于民，让民生工程落到实处惠利于
民。”江西萍乡市纪委80后年轻干部许
超宇说，纪录片让他感到振奋和自豪，
将以百倍的热情迎接新的挑战，为民族
复兴、祖国圆梦贡献力量。

一名微博网友说：“这几天在看《辉
煌中国》纪录片，深感中国日新月异的
巨大变化，我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辉
煌中国你我共筑，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
还要继续奋斗、砥砺前行！”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辉煌中国 你我共筑
——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引起热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白瀛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记
者 白国龙）记者从国防科工局获悉，
我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
号A星25日正式交付使用。

风云四号A星是我国静止轨道
气象卫星从第一代（风云二号）向第
二代跨越的首发星，于2016年12月

11 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
射，定点于东经 99.5°赤道上空开
展在轨测试，2017 年 5 月 25 日定
点于东经 105°业务观测位置。卫
星在轨运行期间，圆满完成卫星平
台、有效载荷、地面应用系统等测
试任务。

风云四号交付使用
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更新换代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记
者 罗沙）记者25日从最高人民法院
获悉，最高法近日公布《关于废止部分
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
二批）的决定》，废止了《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药品行政案件管辖问题的答复》
等15件有关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和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

据了解，这15件司法解释和司法
解释性质文件为1988年至2013年期
间发布，其中13件为答复，2件为复
函。根据决定，这些司法解释和司法
解释性质文件从2017年10月1日起
不再适用，但过去依据或参照这些司
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对有关案
件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
废止一批行政诉讼司法解释

新华社石家庄9月25日电 河北
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5日公开
宣判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
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案，对
被告人黄兴国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

经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
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
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
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
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
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天
津市委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市
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
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

上谋取利益，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
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
当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人
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
万余元。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人黄兴国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应依法
惩处。鉴于黄兴国到案后能够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不
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
检举揭发他人违纪线索，经查证属实；
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具有
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
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

受贿案一审获刑十二年

老旧社区整洁美丽了，主次干道畅
通了，游摊规范经营了……，走在渝州路
街道科园四路、歇虎路、龙兴苑等社区，
处处可见新面貌、新气象。

2016年以来，渝州路街道创新实施
“网格化”城市管理新模式，将社区、道路
分成若干个网格，每个网格建立道路、小
区、人员档案，入住网格长（社区干部）、
网格员（巡查人员）、市政执法员、协管
员、环卫工，再配发安装有城市管理
APP软件的智能手机，通过智慧城市平
台中的实时定位、工作考勤、数据采集、

数据上报等功能，形成了“人人参与城市
管理、共建共享洁净家园”的生动局面，
常态化实现城市持久整洁、畅通、有序，
有力塑造了“幸福渝州路”新形象。

据悉，因“网格化”将各项任务落实
到每名责任人的精准化管理，加之街道
完善了一系列监督考核机制，经过多轮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巩固、提升后，渝州
路市容环境现已呈现“举目皆是景、移步
处处新”的可喜变化，群众满意率达
97%以上，创历史新高，亦多次获市、区
城市管理工作先进集体表彰。 卓莹

渝州路街道“网格化管城”缔造洁净新家园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记
者 叶昊鸣）记者25日从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9月7日至
22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全生
产大检查综合督查组对江苏省、青海
省、上海市、重庆市、内蒙古自治区、黑
龙江省、陕西省大检查工作进行督查，
重点抽查了煤矿、建筑施工、非煤矿山
等行业领域的多家生产企业，对8月
份国务院安委办督导组发现的问题和
隐患情况进行再检查。

据安监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国
务院安委会部署开展全国安全生产大
检查以来，江苏省共出动检查人员
5.87万人次，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
近4.8万家次；青海省检查行业监管部
门116个，生产经营单位2416家次，
排查各类隐患 4382 项，完成整改
4240项；上海市问责曝光工作不力单
位152家，人员19人，追究刑事责任
320人；重庆市设立专门的安全生产
监管机构，充实业务人员；内蒙古自治
区巡查发现的380项问题和隐患整改

率为87.6%，督导发现的62项问题和
隐患整改率为85.4%，明察暗访发现
的49项问题和隐患已全部完成整改；
黑龙江省对推进大检查工作不力的3
个部门、13名责任人进行了撤职、调
离工作岗位、通报批评等处理；陕西省
打击严重违法违规行为6040起，关闭
取缔企业482家，停产整顿企业1728
家，罚款2424.68万元。

但督查也发现，各省市区的大检
查工作还存在一定问题。江苏省个别
部门发现企业安全隐患不进行执法和
处罚，有的甚至发现重大隐患也未进
行处罚；青海省个别部门和企业对问
题隐患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整改；上海
市部分企业自查自改流于形式；重庆
市不少区县对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结案
按下限处罚，事故单位相关责任人追
究偏少；内蒙古自治区多家企业仍被
发现存在大量重点隐患和问题；黑龙
江省抽查的49家企业仍查出事故隐
患196条；陕西省部分企业的隐患和
问题整改不彻底。

国务院安委会督查7省市区
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9月7日至22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全生产大
检查综合督查组对江苏省、青海省、上海市、重庆市、内蒙古
自治区、黑龙江省、陕西省大检查工作进行督查，重点抽查
了煤矿、建筑施工、非煤矿山等行业领域的多家生产企业，
对8月份国务院安委办督导组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情况进行
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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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
获得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最多选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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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秦迎 编制

▶“火力-2017·青铜峡”基地化训练进入实弹检验阶段，红军参演炮兵部队——第71
集团军某炮兵旅加榴炮进行昼间实弹射击。

9月23日，“火力-2017·青铜峡”在完成威慑行动、联合火力打击、研究性回合演练和连
贯性对抗演练后，进入实弹战术检验阶段。 新华社发

我军实弹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