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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
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10 月
10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研究提
高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和
川藏铁路规划建设问题。习
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关系

国计民生，要建立高效科学
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
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
障；规划建设川藏铁路，对国
家长治久安和西藏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定把这件大事办成办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
会副主任李克强，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
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
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据新华社

第一批 106 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
将于下月起实施
“证照分离”
改革
【改革重点内容】
▶国务院日前印
发《关于在全国推
开“证 照 分 离”改
革 的 通 知》（以 下
简称《通知》）。
《通
知》指出，从 2018
年 11 月 10 日 起，
在全国范围内对
第 一 批 106 项 涉
企行政审批事项，
分别按照直接取
消审批、审批改为
备案、实行告知承
诺、优化准入服务
等四种方式，实施
“证照分离”改革。

◎明确改革方式
纳入第一批“证照分离”改革范围的涉企行政审批事
项中，取消审批的有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资格认定等 2
项，市场主体办理营业执照后即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改
为备案的有首次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行政许可 1 项，市
场主体报送备案材料后即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实行告知
承诺的有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等 19 项，有关部门对申
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有关材料的，当场办理审
批；优化准入服务的有外商投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等
80 余项，针对市场主体关心的痛点难点问题，精简审批材
料，提高登记审批效率。

◎统筹推进“证照分离”和“多证合一”改革
有效区分“证”、
“照”功能，让更多市场主体持照即可
经营，着力解决“准入不准营”问题，真正实现市场主体“一
照一码走天下”
。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加快建立以信息归集共享为基础、以信息公示为手
段、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制度。
据新华社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改革过渡期身份标识牌发布

原公安消防部队等人员
10 日起停用武警制式服装

消防救援队伍队员标识牌

消防救援队伍干部标识牌

应急管理部近日发布公告称，
根据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
林部队退出现役，成建制划归应急
管理部，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自 2018 年 10 月 10 日零时
起，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制
式服装配发前，原公安消防部队、
武警森林部队和警种学院人员停
止使用武警部队制式服装和标识
服饰，统一穿着无武警标识的作训
服，并在作训服左兜盖上方佩戴消
防救援队伍身份标识牌。
应急管理部同时发布了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标识牌
式样及佩戴规则。标识牌由应急
管理部统一制作，配发对象为在编
在职干部、队员和消防专业院校学
员。凡不在配发范围内的人员，一
律不得佩戴消防救援队伍人员标
识牌。消防救援队伍管理指挥干
部、专业技术干部、高等专科学校
学员佩戴干部标识牌，消防救援队
伍队员、消防员学校学员佩戴队员
标识牌。
据新华社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23 项国家标准
涉及公共安全、食品等多领域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10 日发布公民网络电子
身份标识安全技术要求、
大米产品等级、城市道路
交通组织设计规范等 23
项国家标准，涉及公共安
全、循环经济、食品、城市
治理等多个领域。
公民网络电子身份标
识安全技术要求等 6 项国
家标准，结合经济社会信
息和通信技术发展的趋
势，瞄准信息安全防护控
制力下降、公民信息易泄
露等安全隐患，将在加强
网络产品和服务供应链安
全保障、提高公民数字身

份认证和网络身份识别技
术的安全性、提升网络安
全防护效率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筑起信息安全的防
护墙。
新修订的大米国家标
准，将大米产品等级由四
个等级调整为三个，调减
了杂质最大限量等指标，
引导和促进绿色发展理
念，节粮减损，推动行业健
康发展；同时，术语名称参
考国际标准，使我国大米
产品更加适应国际市场和
国际标准的要求，促进大
米的进出口贸易。
据新华社

郑州至越南岘港直达航线
将于月底开通
记者 10 日从南航河
南航空有限公司获悉，10
月 30 日起，郑州将开通一
条至越南岘港的直达航
线。这意味着今后郑州将
实现每天都有航班抵达岘
港。
据悉，即将开通的郑
州至越南岘港直达航线为
每周二、四、六各一班，航

班 号 CZ8367/8，由 波 音
73M 机型执飞，飞行时间
为 3 小时 30 分钟。航班
北京时间 12：05 从郑州机
场起飞，当地时间 14：30
到岘港国际机场；回程为
当地时间 15：30 从岘港国
际 机 场 起 飞 ，北 京 时 间
20：
00 到达郑州机场。
据新华社

张衡地动仪走出统编教材？
人教社回应：并没有
近日，网上有讨论称，
2017 年投入使用的统编
教材中，关于张衡和地动
仪的内容被删除。对此，
人民教育出版社 10 日正
式回应表示，统编教材中
对张衡及其发明的地动仪
有专门介绍。
人教社指出，统编历
史教材七年级上册“两汉
科技与文化”一课中专门
设计了活动，具体内容及
要求如下：
“东汉张衡发明
创制出世界最早的地震仪
器地动仪。但是，这个地

动仪早已毁损失传。后
来，人们根据《后汉书》的
记 载 ，结 合 自 己 的 研 究 ，
做出了各不相同的地动
仪复原模型。请搜集不
同的复原模型，并尝试理
解 这 件 古 老 的 验 震器的
设计原理。
”
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
教材五年级上册设置“古
代科技 耀我中华”一课，
介绍了中国古代科技巨人
及科技成就。其中，也专
门讲述了张衡的故事。
据新华社

■标题新闻
◎12 日天宇上演“木星合月”：
看“娥眉新月”依
偎“巨人行星”
◎北京将深化中小学学区制改革 鼓励教师跨
校任职任教
据新华社
◎国家林草局部署打击乱捕滥猎和非法经营
候鸟违法犯罪活动
◎最新研究：睡眠不足 4 小时开车发生事故的
可能性无异于醉驾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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