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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 （记
者 陈菲）最高检日前联合最高法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发布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
见，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公
安机关认为罪行较轻、没有社会危险性

的，应当不再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逮
捕。对提请逮捕的，人民检察院认为没
有社会危险性不需要逮捕的，应当作出
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意见同时规定，已经逮捕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法院、检察院

应当及时审查羁押的必要性，经审查认
为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应当变更为取
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指导意见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辩护权保障和被害方权益保障。根据
指导意见，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保障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
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法院、检察院、看守
所派驻值班律师。值班律师可以会见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检察院审查起诉之
日起，值班律师可以查阅案卷材料。

两高三部针对犯罪嫌疑人出台意见规定

认罪认罚且罪行较轻、没有社会危险性的不再逮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记
者 魏玉坤）记者24日从交通运输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无锡市事
故调研组技术组专家与交通运输部专
家组现场会商，侧翻桥梁体完整，未见
折断，未见跨中和墩顶严重横向开裂
现象，设计符合设计期相关规范要求，
初步分析半挂牵引车严重超载导致桥
梁侧翻，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周荣峰
介绍，10月10日18时许，国道312无
锡段锡港路上跨桥桥面发生侧翻事
故，造成3人遇难。交通运输部接报
事故后立即组织专家组连夜赶赴现
场，指导开展相关工作。

周荣峰表示，下一步，将深刻剖析
事故原因，加大违法超限超载车辆治
理力度，改进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同类
事故悲剧不再重演。

交通运输部：

无锡桥梁侧翻
系严重超载所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 （记
者 韩洁 于佳欣）世界银行于北京
时间24日上午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
告2020》，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去
年从此前78位跃至46位，今年再度升
至第31位，跻身全球前40，连续两年
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
的十大经济体。

“中国为改善中小企业的国内营
商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保持了积极
的改革步伐，在多项营商环境指标上
取得了令人赞许的进步。”世界银行中

国局局长芮泽说。
世界银行自2003年起每年发布全球

营商环境报告，选取10项评估指标对全
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评分排名。
该报告评估样本为各国常住人口最多的
城市，其中11个人口过亿国家选择两个
常住人口最多城市评估。2018年起，报
告评估期调整为上年5月至次年5月。
今年中国的营商环境评估在满分100分
中得分77.9，世行打分依据是北京、上海
两市及有关部门于2018年5月2日至
2019年5月1日推出的优化营商环境改

革措施，中国有9个指标领域的改革举
措获世行认定，其中8项指标排名上升。

以办理建筑许可为例，中国全球
排名从去年的121位跃升至33位，提
升了88位，京沪两市推出的简易低风
险建筑项目免于环评备案改革、建立
分类监管和审批制度及压缩供排水报
装时间等改革举措，推动两地平均办
理建筑许可全流程耗时缩至111天，获
该指标质量指数满分15分，高于东亚
地区132天和9.4分的平均水平。

根据报告，中国保护中小投资者

指标全球排名比去年提升36位至第
28位，办理破产排名提升10位至第51
位，跨境贸易排名提升9位至第56位，
纳税排名提升9位至第105位，获得电
力提升2位至第12位，执行合同排名
提升1位至第5位，开办企业排名提升
1位至第27位。

据介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今年以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京
沪两市政府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迄今
已推出130余项相关改革举措，进一步
增强了我国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营商环境跃升为全球第31位
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记

者 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4
日表示，中方希望美方停止限制中美科
技交流的错误做法，与中方共同为促进
人类科技进步作出努力。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近日，美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
中心发布《战略竞争时代的科研合作》
报告，称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美
科研合作设限是冷战思维的延续，美政
府应加强与私营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
合作，确保在科研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
取得平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这不是第一次美科学
界对美政府限制对华科研合作表示担
忧。前不久，美60家科学组织曾发表

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打压外国科
研人员和阻碍国际科学合作的行为。
根据美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数据，中美
互为第一大国际合著论文合作对象，相
互依赖远超其他任一国家。“这都表明，
中美加强科研合作是合乎民意、顺应民
心，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

华春莹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
人和机构抱着遏制打压中国发展的零和
思维和险恶用心，妄图通过收紧科技交流
合作遏制中国发展，有关行为荒谬至极。

“我们希望美方政策制定者倾听国
内及国际社会的理性声音，停止限制中
美科技交流合作的错误做法，同中方相
向而行，共同为促进人类科技进步作出
努力。”华春莹说。

外交部：

希望美方停止限制中美科技交流合作的错误做法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 （记
者 李嘉瑞）记者从中央国家机关住
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自23日起，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时，不
再提交纸质提取申请书。这是继
2017年推出“不再提供购房合同原件
及复印件”、2018年推出“不再需要提
供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等举措后，又
一项简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申请材
料的举措。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简化住房公积金提取
业务申请材料，是为进一步减证便民、
优化服务。同时，职工应按照中央国家
机关住房公积金提取告知承诺制有关

规定，承诺申报的信息准确、完整、有
效，对提取适用事项真实性负责。

近年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
理中心持续简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手
续。特别是2018年5月，简化住房公
积金业务部分申请材料的举措出台。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包括开
户、提取、转移、封存、销户等）时，不再
需要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在办
理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含住房公积金
贷款、组合贷款中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部
分、住房公积金政策性贴息贷款）申请
和贷后业务时，不再需要提供身份证
明、婚姻证明、离退休证明和购房首付
款证明的复印件。

公积金提取不再提交纸质申请书

据新华社上海10月24日电 （记
者 韦骅 马邦杰 朱翃）国际足联理
事会第11次会议24日在上海结束，在
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际足联主席因
凡蒂诺宣布，2021年世界俱乐部杯赛
将在中国举行。

此前世俱杯于每年年底进行，共有
包括各大洲冠军俱乐部在内的7支球队
参加。作为2022年世界杯的主办国，
卡塔尔将举行2019和2020年世俱杯。

据悉，改制后的世俱杯将每四年一
届，在具体赛制方面国际足联仍需与各
大洲足联讨论，而作为国际足联旗下的
另一赛事，联合会杯将不再举办。“新版”

世俱杯将于2021年6月至7月在中国展
开，共有24支球队参加，国际足联会和
中国足协等方面共同决定主办城市。

因凡蒂诺说：“当国际足联在三月份
决定举行新世俱杯赛事后，中国方面就
立刻表达出了兴趣。中国地域辽阔、人
口众多，足球已经成为这里的主要运动
之一。我们坚信就足球发展而言，中国
很有前途。我们会组织工作小组，对中
国各个城市的球场、基础设施、交通等方
面进行考察，并最终决定主办城市。”

与此同时，因凡蒂诺还表示，国际
足联从世俱杯中获得的收益将全部投
入到足球运动发展当中。

国际足联宣布2021年“新版”世俱杯落户中国
10 月 24 日，C919 大型客机 105 架机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经过

1 小时37分钟的飞行，顺利完成其首次试验飞行任务。105架机是C919大
型客机第5架试飞飞机，主要承担高温、高寒等特殊气象条件，以及环控、电
源、全机排液等相关科目的试飞任务。 新华社发

C919大型客机105架机
完成首次试验飞行

收藏重庆城市天际线
江北嘴进入“西派城时间”

江北嘴CBD作为城市的黄金地带，
其地位不言而喻。2016年，中国铁建地
产将高端产品“西派城”落子于此，打造
规模近90万方的大平层豪宅住区匹配
城市发展需求，为江北嘴的居住体验升
级揭开了新的篇章。在考察全球顶级
豪宅的基础上，中国铁建地产特别邀请
了来自全球三大顶级大师团队为项目
操刀，将国际视野与重庆人文发展相结
合，中国铁建·西派城将打造长江新地
标，塑造世界级的人居方式。

如今，放眼整个重庆江北，可以看
见，西派城是核心板块中高端社区的重
要选择。项目所在地除了是重庆公认
的高端住宅板块。同时，由于“两江四
岸”沿线核心区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稀
缺，在2018年年底，重庆市政府发布了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实施方案，两江四
岸沿线原则上不再规划高层住宅，所以
现在位于江北嘴核心片区的西派城堪
称两江四岸核心区内百万方高端大平
层的孤品。

因此，西派城的地段价值，不仅稀
缺，更加稀贵。如今，在不可复制的核
心地段，中国铁建·西派城以其更纯粹
的打造方式，已然成为重庆高端人群挑
选住所的必看之选。

焕新城市想象
西派城二期升级而来

世界在变化，城市在发展。深耕重
庆的三载，中国铁建地产紧随时代脉
络，同步城市发展大势，以一座座品质
人居标杆，不断完成自我超越、提升城
市居住的品质。

值得期待的是，2019年10月，中国
铁建·西派城二期【瀚海】组团即将升级
面市。据了解，二期【瀚海】组团搜集了
业主和前期客户的意见，在一期的基础
上，进行了一次自我超越升级，致力于
为城市高端家庭提出更完美的生活解
决方案。并通过对规划、景观、配置、产
品等多维升级，提升城市人居体验，带

给居住者不可复制的身份感与生活体
验感。
规划升级
“牺牲”一栋楼 提升生活体验感

楼间距，作为影响房子舒适度的重
要标准，一直是购房者容买房关注的主
要因素之一。更宽的楼间距，往往意味
着更好的通风采光，更广阔的观景视
野，更私密的生活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二期的产品原本以
一期为蓝本，6栋围合的布局方式设
计。但作为责任央企公司一直秉承做
中国最具价值的美好生活服务商的愿
景，给到重庆高端客群提供更为纯粹的
生活空间和圈层，在一期的设计基础
上，二期拔掉中间一栋楼王，最大楼间
距由一期的约80米提升到了现阶段约
130米。
景观升级
匠筑沉浸式园林 让建筑在自然中生长

通常，传统的住宅景观多平铺在一
个2D的视野环境中，而在西派城二期的
园林设计中，在一期中庭大水景的础上，
以“浮动·活力岛”的设计概念，打造3D
式园林景观。通过水系的变化形成不同
功能的岛状活动区，并以步道、廊桥、云
廊的连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
景观即有优美的观赏性，又有丰富的参
与互动性，并且在景观的层次感营造方

面也进一步升级。
互动参与性升级
打造全龄段活动空间 为生活重拾丰盛

基于对社区生活宜居的充分考虑，
中国铁建·西派城二期始终秉承“以人为
本”的理念，并从业主互动参与性出发，
升级打造全龄段活动空间，为业主敬献
多姿多彩的全龄段休闲娱乐空间。

在运动系统上，打造了有氧环跑
道，中国铁建·西派城从分析4200组年
收入70万以上的客户发现，他们除了职
位高、学历高之外，工作强度也高，他们
日工作超过10小时以上的达到了72%，
有时候去健身房健身对他们来说是一
件有需求却没有时间的“大”事情，故而
有很多人选择了在自己的小区慢跑，所
以项目二期增加了夜跑导航，希望能照
顾到小区的中坚力量，希望他们能轻松
利用休息的时间在小区锻炼下身体，为
明天的工作积蓄能量。

此外，505平方米彩虹岛——儿童
全齡活动乐园。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儿童区的植物配置。除了空间的营造，
还考虑儿童的植物及动物小昆虫认识
学习能力，通过多样化的地形空间营造
提升了空间的趣味性。0-3岁、4-6岁、
7-12岁分龄活动场地设计，让各年龄段
的孩子即能尽情玩耍，通过不同年年龄
段的玩耍环境提供更多的乐趣，又避免

了在玩耍时因为儿童年龄相差较大产
生的意外伤害。
产品升级
恪守高品质 以精工雕琢筑梦品质人居

以对城市高端家庭生活的深刻洞
察，在产品的打造上，二期产品从户型、
精装修等实现多维度的细化升级，带给
居住者更好的空间体验感。

在户型上，二期产品通过布局的升
级改造，既突出了空间的层次设计感和
观景特色，又注重了住宅的实用性。大
开间、大尺度、大阳台、横厅的设计使得
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景观需求、采光通
风、以及功能分区等。同时也避免了户
与户之间的对视问题，充分保障了业主

的私密性。
在精装上，相比一期产品做了更加

人性化的细节升级。比如入户玄关处，
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业主可以根据自己
的个性化需求，进行空间的设计改造，
而非直接做成统一的柜子。还有全屋
储物空间和西厨岛台的空间预留，让业
主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设计改造，
使得居住体验感可以更加的多元化。
同时，全屋的储物空间也做到了最大
化。
服务升级
以客为尊 为美好生活加持

在软性配置上，中国铁建·西派城同
样下足功夫。拥有国家一级资质、作为
央企自有品牌的中铁建物业，一直以来
秉承着“诚信、创新永恒，精品、人品同
在”的企业价值观，以“情系业主，从心开
始”的服务理念，始终立足于更长远、更
专业、更务实的品牌化经营与发展，以

“管理精细且具有人文关怀”为品牌特
色，传递千千万万贴心物业服务，并实现
客户、企业和社会三方共赢的整体效应。

在充分践行“家”文化品牌理念的
基础上，中铁建物业在服务水平和经营
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始终坚持“以客
为尊”的高品质服务理念。如今，伴随
着中国铁建地产的高速发展和精品项
目的推出，中铁建物业对服务内容进行
升级，推出了契合高端业主需求的“四
大皇金管家”服务模式，为业主提供“1
对1”的7X24小时酒店礼宾服务，让尊
崇与惊喜，成为业主生活的不可或缺。

张婷婷
图片由重庆西派城提供

央企革新匠著 重塑人居价值新高度

中国铁建·西派城二期耀世登临

业 内 人 士 表 示 ，2019
年，主城核心区域物业的稀
缺性和价值将进一步提高。

经过多年拓城，江北嘴
的区域价值凸显。

纵观重庆几千年发展历
程，江北嘴的区域价值与渝
中半岛不相上下，历来都是
重庆重要政治经济文化核心
区。进入21世纪，随着交通
的大力发展，江北嘴也迎来
了创新改革的历史机遇。从
2003年到今天，作为两江四
岸版图以内，城市精华所在
的江北嘴，以绝佳的地理位
置和商务配套成为重庆城市
之核，在城市地标、高端物业
等各项指标上，可谓无限活
力。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
国铁建地产入渝的一号作
品、引领重庆楼市高端人居
的品质大盘——中国铁建·
西派城，位于江北区北滨
路，毗邻江北嘴 CBD 国际
金融中心、保税港自贸区，
占据长江一线江景资源，扼
守重庆与世界接轨的“门
廊”位置。项目自2017年一
经推出，广受重庆市场欢
迎，引起市场轰动。2019
年，距离上次开盘已经一年
多的中国铁建·西派城，在
千呼万唤中，二期全新组团
将于近日登场，作为西派城
的自我超越作品，二期瀚海
组团又将给大众、给市场带
来什么样的惊喜？

在地产领域，中国铁建地产可谓
是十足的弄潮儿，当西派系已经深深
走入高净值人群心里之后，它选择的
是让精品更精。正如同梭罗说的那
般：“每一个人都嘲笑陈旧的时尚，却
虔诚地追求新的时尚。”

当中国铁建地产把西派城带到
重庆之后，在收获市场的肯定与好评
的同时，中国铁建地产并没有停止前
进的步伐，而是坚信坚守就能见日
出，更加的投入了更多的心血和精力

让产品迭代升级，以央企的姿态，仍
然坚守着豪宅的品质之路。

如今，中国铁建·西派城，城市臻
装大平层封面之作——全新瀚海组团
实体装修展示区已璀璨盛启，套内约
101-175㎡臻装大平层，开盘在即！
详情请咨询：023-67868888。

王者归来，又将在重庆的高端市
场上掀起怎样的风暴？我们翘首以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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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