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员 月 远 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部

门权力和责任清单编制试点方

案》，确定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

部、司法部、文化部、海关总署、税

务总局、证监会开展试点。

方案指出，推行政府部门权力

和责任清单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

措，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

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

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按照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转

变政府职能要求，以清单形式列明

试点部门和行政权责及其依据、行

使主体、运行流程等，推进行政权

责依法公开，强化行政权力监督和

制约，防止出现权力真空和监管缺

失，加快形成边界清晰、分工合理、

权责一致、运转高效、依法保障的

政府职能体系。

试点任务包括全面梳理部门

现有权责事项、清理规范权责事

项、审核权责清单、优化权力运行

流程。根据方案，各试点部门在全

面梳理基础上，对权责事项逐项提

出取消、下放和保留的意见。试点

部门在依法审核清理规范基础上，

形成部门基础权责清单，列明权责

事项名称、类型、设定依据、调整意

见以及追责情形等内容。中央编

办、国务院法制办会同有关方面对

部门基础权责清单进行研究审核。

对保留的行政权责事项，试点部门

要按照透明、高效、便捷的原则，制

定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切实减少

工作环节，规范行政裁量权，明确

每个环节的承办主体、办理标准、

办理程序、办理时限、监督方式等，

提高行政权力运行的科学化、规范

化水平。

方案要求，试点工作要在

圆园员远 年 员圆 月底前完成。中央编
办、国务院法制办会同有关方面组

织对试点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总

结经验，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全面

开展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

编制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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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6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对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强调血的教训警示我们，公共

安全绝非小事，必须坚持安全发展，

扎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堵塞各

类安全漏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频发势头，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

习近平强调，重特大突发事件，

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责任事故，其

中都不同程度存在主体责任不落

实、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法规标准

不健全、安全监管执法不严格、监管

体制机制不完善、安全基础薄弱、应

急救援能力不强等问题。

习近平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

出 5点要求。一是必须坚定不移保
障安全发展，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

落实。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失职追责”，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

本。二是必须深化改革创新，加强和

改进安全监管工作，强化开发区、工

业园区、港区等功能区安全监管，举

一反三，在标准制定、体制机制上认

真考虑如何改革和完善。三是必须

强化依法治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手段解决安全生产问题，加快安全

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加强

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强化基层监管

力量，着力提高安全生产法治化水

平。四是必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频发势头，对易发重特大事故的行

业领域采取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

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机制，推动

安全生产关口前移，加强应急救援

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五是必须加强基础建设，提

升安全保障能力，针对城市建设、危

旧房屋、玻璃幕墙、渣土堆场、尾矿

库、燃气管线、地下管廊等重点隐患

和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

竹、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以及游乐、

“跨年夜”等大型群众性活动，坚决

做好安全防范，特别是要严防踩踏

事故发生。

李克强指出，当前安全生产形

势依然严峻，务必高度重视，警钟长

鸣。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人民利益

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更

大的努力、更有效的举措、更完善的

制度，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部

门监管责任、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

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强化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加快健全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风险预防控制

体系和社会共治体系，依法严惩安

全生产领域失职渎职行为，坚决遏

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务院 6日召开全国安全生产
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部署。会议指出，

有关各方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的一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利

益至上，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

识，切实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

管责任、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三个责

任体系，狠抓改革创新、依法治理、基

础建设、专项整治四项重点工作，努

力实现事故总量继续下降、死亡人数

继续减少、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得到

遏制三项任务，促进全国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向好。

会议强调，针对岁末年初事故

易发多发的情况，要强化红线意识和

责任担当，对安全生产工作再检查再

落实；认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强化打非治违；突出城市建设运

行安全风险防范，强化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监管，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北京、湖北、宁夏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马凯，国务委员郭声琨、王勇

出席会议。国务院安委会各成员单

位，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部分

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市、县设分会场。

习近平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不移保障安全发展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

1月 6日 10时 21分袁南方航空的
飞机降落南沙永暑礁新建机场遥 当日袁
中国政府征用的两架民航客机先后从

海口美兰机场起飞袁 经过近 2小时的
飞行于 10时 21分尧10时 46分平稳降
落南沙永暑礁新建机场并于当日下午

返回海口袁试飞成功遥 永暑礁新建机场
位于我国南沙永暑礁上袁 是我国目前
最南端的一座机场遥 新华社发

这是正在上线试运行开展系统调
试的长沙磁浮快线渊1月 6日摄冤遥目前袁
已经开始试运行的长沙磁浮快线持续
进行系统调试袁 计划 2016年上半年正
式载客试运营遥

据介绍袁湖南长沙中低速磁浮快线
是中国首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低速磁浮铁路遥 这条磁浮快线连接长
沙火车南站和黄花机场袁全长 18.55 公
里袁全程高架敷设袁于 2014年 5月开工
建设遥 目前袁相关方面正对长沙磁浮快
线各设备系统和整体系统进行可用性尧
安全性和可靠性考核袁 对运营人员培
训尧故障模拟和应急演练等情况进行检
验袁从而确保各项指标达到试运营的标
准遥

新华社发

我国首条中低速磁浮铁路
计划上半年载客试运营

我国南沙永暑礁新建机场试飞成功

据新华社深圳 员 月 远 日电
深圳滑坡事故现场指挥部 6 日通
报：自事故发生以来，接报核实的

失联人员总数 苑苑人，事故现场已
发现 缘愿名遇难者。

深圳市光明新区渣土受纳场

“员圆·圆园”特别重大滑坡事故发生已
员愿天。截至 员月 远日 员圆时，事故现
场发现 缘愿名遇难者。其中，缘圆人已
核实为失联人员，其余 远 人身份仍
在核实中。目前，对失联人员的搜

寻工作仍在进行中。伤员方面，医

院共收治 员苑 人，已出院 员园人，留
院 苑人正在恢复治疗中。

深圳滑坡事故
核实失联人数为 77人
已发现 58名遇难者

据新华社平壤 员 月 远 日电
据朝中社 远日报道，朝鲜政府当天
发表声明，宣布成功进行首次氢弹

试验，并强调只要敌对势力不侵害

朝鲜自主权，朝鲜不会首先使用核

武器，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转移相

关技术手段。

声明说试验是在当地时间 远
日上午 员园时进行的，但未提及试
验地点。

声明说，这次试验百分之百基

于朝鲜智慧、朝鲜技术、朝鲜力量

进行。通过试验，朝鲜确认了新开

发的氢弹试验技术的精确性，证明

了小型化氢弹的威力。此次氢弹试

验标志着朝鲜核武器发展进入更

高阶段，朝鲜成为拥有包括氢弹在

内的核保有国。

声明指出，朝鲜进行的氢弹试

验是为应对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

日益增加的核威胁、彻底保卫朝鲜

自主权和民族生存权、维护朝鲜半

岛和平与地区安全的自卫性措施。

声明说，只要美国不根绝敌视

朝鲜政策，朝鲜绝不会停止核开

发，也不会弃核。朝鲜军民将会不

断强化核遏制力。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网站发布

信息，格林尼治时间 远日 员时 猿园
分（北京时间 远日 怨时 猿园分），朝
鲜发生 源援怨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源员援猿 度、东经 员圆怨援员 度，震源深度
为 园援园公里。另据美国地质勘探局
地震信息网报道，格林尼治时间 远
日 员时 猿园分（北京时间 远日 怨时
猿园分），朝鲜发生 缘援员级地震，震中
位 于 北 纬 源员援猿园愿缘 度 、 东 经
员圆怨援园猿猿苑度，震源深度 员园援园公里。

朝鲜宣布成功进行
首次氢弹试验

据新华社海牙 员 月 缘 日电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

近日发布公报称，叙利亚政府申报

的最后一批化学武器已被销毁，标

志着叙利亚已申报化武的销毁工

作全部完成。

公报说，受雇于禁化武组织

的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美国子

公司已在其位于得克萨斯州的

设施销毁了 苑缘 罐氟化氢，这意
味着叙利亚已申报化学武器的

销毁工作全部完成。公报还说，

销毁大量化武是一项危险工作，

需要寻求技术支持，导致销毁进

程比原计划推迟。

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尤祖姆居

表示，销毁叙利亚化武计划的一个

重要内容到此结束。禁化武组织将

继续检查叙利亚当局的申报，并处

理该国发生的将有毒化学物品用

作武器的问题。

圆园员猿年 猿月，叙利亚政府指
责反对派使用化武并请求联合国

调查。联合国安理会当年 怨月 圆苑
日通过决议，要求严格核查叙利亚

化学武器项目，并以最快捷、最安

全的方式全面启动销毁叙化武的

特别程序。同年 员员月，禁化武组
织执行理事会通过了旨在于 圆园员源
年 远月 猿园日前全面销毁叙利亚化
学武器的详细方案。

圆园员缘年 圆月，总部设在荷兰
海牙的禁化武组织调查报告指出，

其调查团认定在 圆园员源年 源月至 愿
月间，叙利亚部分地区曾多次发生

将氯作为武器使用的事件。

叙利亚已申报化武
销毁工作全部完成据新华社北京 员 月 远 日电

中国互联网协会 远日发布《圆园员缘中
国互联网产业综述与 圆园员远发展趋
势报告》，截至 圆园员缘年 员员月，我国
手机上网用户数已超过 怨援园缘亿，再
创新高，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

量突破 猿远远援缘兆。
这份报告是在 圆园员远中国互联

网产业年会上发布的。根据报告，

截至 圆园员缘年 员员月，我国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超 圆援员亿；截至 圆园员缘年
员园月底，我国固定带宽资费水平比
圆园员源年底下降 缘园援远豫，移动流量平
均资费水平下降 猿怨援猿豫。

报告还指出，电子商务跨境的

布局促进全球消费资源优化。圆园员缘
年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 圆万亿元，
到 圆园员缘年底，跨境电商进口试点
城市已达 员园个。此外，圆园员缘年主流
电商移动端支付首次超过 孕悦端。

我国手机上网用户
已超９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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