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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沪滇情浓共演“山海之恋”
在沪滇帮扶中，以浦东新区为主的

上海“亲家”，在产业发展、基础建设和
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剑川开展全方位、多
角度的帮扶，有效助力剑川脱贫摘帽。

精准帮扶 助力增收

不久前，西南片区最大的奶牛养殖
场——云端牧场在剑川县羊岑乡投入
运营。这个万头奶牛养殖及 10万亩牧
草种植项目是剑川县产业扶贫重点项
目，其中整合了沪滇帮扶资金 1800万
元，项目全面完成后将直接带动 6000
多户贫困户脱贫，间接带动 20000多户
农户增收。

浦东新区针对剑川所需，累计投入
产业扶贫资金5110.8万元，帮助实施了
象图乡中药材基地、老君山镇菌种基地
等 20个产业项目，带动 5045户 23877

人增收。同时，上海光明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下属4个企业结对帮扶剑川县4
个深度贫困村，上海市西郊国际农产品
交易有限公司将甸南镇白山母村作为
产业扶贫基地，设立专柜专门销售剑川
农特产品。

真金投入 夯实基础

弥沙乡弥井古村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曾是滇西北盐业生产重镇，后
随着盐井的停业，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
线。近年来，通过多方整合资金，古村实
现了新发展，特别是 2018年，总投资
712.47万元的沪滇对口帮扶旅游扶贫
项目启动实施，恢复了盐马古道时风
貌，夯实了旅游基础。村民李华松获得
了 4万元的旅游扶贫资金，将自家的房
子按要求改造成了客栈，他高兴地说：

“现在来的人也多，有一定的收入，希望
生意越来越好。”

2017年以来，浦东新区累计在剑
川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8316.305万

元，实施项目 43个，涵盖了贫困村道路
建设、幼儿园、村卫生室等，提升了剑
川贫困山区公共服务能力，夯实了发
展基础。

发挥优势 培养人才

今年 7月，在上海瑞金医院第九批
医疗队的帮助下，剑川县人民医院成功
完成了颅外手术、麻醉肠镜下内痔套扎
术等一系列手术。同时，在沪滇帮扶项
目的支持下，剑川县人民医院与丽江市
人民医院建立医联体关系，借助医联体
优势，剑川县完成了“心脏永久双腔起
搏器植入术”和“全身核磁兼容心脏起
搏器植入术”。

“以往这类手术，只能在省州三甲
医院才能开展，现在剑川就可以做了，
让患者足不出县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
的诊疗服务，降低就医成本。”剑川县人
民医院副院长张建明说。

目前，瑞金医院先后有 9批医疗队
46人到剑川县人民医院以传、帮、带等

多种方式，先后开展了 30余项适宜技
术和新技术、新项目。上海市第七人民
医院有 8批次医疗专家队到剑川县中
医院开展帮扶，接收 2批 8名剑川医护
人员到上海进修学习。

除医疗人才外，剑川县一大批教育
工作者、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农村致
富带头人和贫困村党总支书记也到浦
东新区进修班培训和跟班学习，剑川县
144名人才参加了浦东新区的文化、旅
游和其他交流活动。

“我们将加强精准扶贫，做好返贫
监测，按照‘浦东所能、剑川所需、全力
助推’工作思路，开展‘造血式’扶贫，
带动剑川经济社会发展。”上海浦东新
区挂职剑川县委常委、副县长富庆云
表示。

高志成杨芳/文 苏金泉/图

上海瑞金医院专家在剑川义诊上海瑞金医院专家在剑川义诊

新华社纽约11月18日电 美国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8日发布的新冠
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
时间 18日 17时 25分（北京时间 19日 6
时25分），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
25万例，达 250029例，累计确诊病例
11485176例。

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
最多的州是纽约州，为 34173例；其次
是得克萨斯州，为 20147例。加利福尼
亚州、佛罗里达州和新泽西州的累计死
亡病例均超过 1.6万例。伊利诺伊州和
马萨诸塞州的累计死亡病例均超过 1
万例。

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死亡病例于 9
月22日超过20万例，从20万例增加到
25万例用时不到2个月，在此期间美国
新增确诊病例超过462万例。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实时汇总的美国
各地区数据。

剑指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烦、多头
跑、来回跑……持续开展 2年多的“减
证便民”行动，目前迎来新进展。

记者从19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获悉，我国将全面推行证明事
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

司法部副部长刘炤在会上表示，国
务院要求，今年12月31日前，各省区市
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制定全面
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实施方案。
司法部、国务院审改办将会同有关部门
加强对全面推行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跟
踪评估，加强指导协调。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什么？证明
减少后，群众办事创业会更方便吗？记
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减证”为群众“减负”

家住湖南省津市市的“准妈妈”程
颖前不久去社区办理生育服务证，在社
区窗口登记、打印证件后，5分钟就盖
章取证了。“我的户口在长沙，一开始还
担心不能办理呢，没想到这么快就办好
了，全程也没问我要居住地证明。”程颖
很高兴。

证明减少的背后，是党中央、国务
院自 2018年起持续深入开展的“减证
便民”行动。通过全面清理“奇葩证明”、
循环证明、重复证明，加快部门信息共
享、简化办事办证流程，群众办事时长

明显缩短,行政服务成本有效节约。
据司法部统计，截至2019年底，各

地区、各部门共取消证明事项13000多
项。2018年9月司法部投诉监督平台共
收到群众相关投诉 865件，2019年 11
月则收到相关投诉 15件，投诉量大幅
度下降。

在证明清理工作的基础上，2019
年，经国务院批准，司法部组织天津、上
海、浙江等 13个省、直辖市和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5个部门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
点，探索建立“减证便民”的长效机制。

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
赵振华介绍，试点涉及户籍管理、市场
主体准营、资格考试、社会保险救助等
60多个领域 2000多个事项，极大方便
了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

“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为例，
共有 6项社会保险经办和 12项专业技
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开展了试点，累
计减少 1600多万份纸介质的证明材
料，摞起来厚度能达到 1.6公里。”赵振
华说。

用“承诺”代替“证明”

根据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全面推
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
承诺制的指导意见》，12月 31日前，各
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制

定本地区本部门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制的实施方案。

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以
后，我们去政府机构办事将有什么变化？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指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向行政机关申请办
理行政事项时，行政机关以书面形式
（含电子文本）将证明义务、证明内容以
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申
请人，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
相关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
责任，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并依
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行政事项的工作
机制。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基于社会信用
的机制，申请人向行政机关承诺自己符
合申请事项所需的条件，但也要为其承
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如果说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主要
是为群众办事“减负”，那么涉企经营许
可告知承诺制就为企业提供了更便利
的营商环境。

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负责人
陈烨表示，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告知
承诺制要求申请人作出承诺后，仍需要
按照要求提交有关申请材料，但行政机
关不再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需
要当场作出许可决定，实际上是通过告
知承诺大幅简化审批程序，实现快捷办
证和快捷领证。

真正实现“门好进、脸好看、
事情好办”

“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并不意味
着法定证明都不要了，而是更多要通过
行政机关的信息共享、事中检查、事后
核查等方式加强监管。”赵振华表示，今
后要加强告知承诺信用管理制度建设。

对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承
诺不实的，行政机关要依法终止办理、
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者予以
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记录。涉嫌犯罪
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在机制建设方面，各地要建立审
改、司法行政、政务服务、信息公开、电
子政务、发展改革、公安、财政、税务、市
场监管等单位参加的全面推行告知承
诺制工作协调机制，明确牵头单位，指
导协调、督促检查工作推进情况。

针对信息共享方面的“堵点”，政府层
级之间、部门之间及部门内部机构之间，
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相互配合，形成有效的
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方面的制度建设。

“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
紧盯企业群众办事‘难点’‘堵点’，进一
步转变工作作风，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
成本，让企业和群众真正感受到‘门好
进、脸好看、事情好办’。”刘炤说。

新华社记者 白阳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证明减少了，创业办事能“减负”吗
——聚焦“减证便民”行动新进展

新华社乌鲁木齐 11月 19日电
（记者 张晓龙）通过连续3年考古发
掘，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新疆的考古
工作者在新疆奇台县唐朝墩古城内，
发现一座配备“地暖”系统的古代浴
场遗址。

负责发掘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
考古文博系主任魏坚教授介绍，这座
浴场遗址位于古城东北部，总面积约
400平方米。浴场结构是半地穴式，分
上下两层空间：下层基础部分位于原
地表之下，作为烟道和供热的基础建
筑空间；上层建筑基本位于原地表之
上，是人们洗浴、活动场所。

魏坚说，下层空间内一根根用砖
砌而成的支撑柱起到“支架”作用，将
浴场分成了上下两层封闭式空间。顶
部封闭后就形成浴场的下层封闭式空

间，构建出浴场地下供热系统——在
炉灶烧水、取暖时燃烧出的烟火，可进
入下层空间，并在支撑柱间流动，隔着
一层地板，为上层空间提供“地热”。

考古工作者认为，这种类似“地
暖”的供热系统有明显古罗马风格。
魏坚说：“罗马式浴场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这种‘挑空式地热系统’，它能有
效保障浴场内温度。”

此外，罗马式浴场整体多采用轴
线对称布局方式，用来彰显浴场的宏
伟和华丽。这一特点在新发现的浴场
遗址中也有所体现。

考古工作者将新发现的浴场分
为三大功能区：东边是进出口分置的
门厅区，北面有供水、供热和排水工
作区，洗浴区平面上近似一个正方
形，中心是八边形大厅，大厅外缘依

次分布8间小房间。据分析，这些小房
间包括热水室、温水室、更衣室、冷水
室和桑拿室。

历史上，罗马式浴场从地中海沿
岸向四周扩散，西至西班牙、东至两
河流域、北至英国、南至北非，均发现
有罗马式浴场的分布。

浴场建筑有古罗马风格，但它的
装修风格却很“中式”。浴场墙面墨线
绘制的花卉等装饰彩绘、遗址出土的
陶壶、陶盆和方砖等遗物，都有明显
中原和本地特征。

浴场遗址所在的唐朝墩古城始
建于公元 7世纪上半叶的唐代早期。
考古工作者根据出土文物和碳十四
测年结果确定这座浴场遗址最初营
建于高昌回鹘时期，至蒙元时期曾被
改建沿用。

新疆天山北麓发现千年“地暖”大澡堂遗址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时
间 18 日 17 时 34 分（北京时间 19 日
零时 34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
一日增加 536224 例，达到 55326907
例 ；死 亡 病 例 增 加 9220 例 ，达 到
1333742例。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截至
18日 20时 15分（北京时间 18日 19时
15分），日本当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201例，这是自疫情暴发以来首次单
日新增确诊超过 2000例，目前累计确
诊病例123544例；新增死亡13例，累计
死亡1933例。

中国研究团队 17日在英国期刊
《柳叶刀·传染病》上发表报告说，他
们对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克尔来福开
展的Ⅰ/Ⅱ期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
结果显示，这一候选疫苗安全并能在
健康志愿者身上诱导产生免疫应答。

据新华社11月19日电

日本日增病例首超2000例

中国疫苗研发
进展受到关注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
病例超过25万例

手掌大小的白布袋子早已泛黄发
旧，林志洲却珍藏了近70年。

袋子正面印有一幅漫画：一位手握
钢枪的志愿军战士站在“抗美援朝 保家
卫国”八个红色大字下。袋子背面写着

“什锦水果糖”。袋子前后都布满了好像
火燎出的米粒般的小洞。

“家乡政府发给我们一人一斤水果
糖，就装在这个袋子里。”林志洲带着这
包水果糖，随部队从辑安（今吉林省集安
市），通过人造浮桥跨过鸭绿江，急行军
20天，来到朝鲜东海岸元山港。

“我是1952年7月入朝参战的。糖吃
完了，袋子我一直贴身带着，这样感觉祖
国就在身边。”89岁的林志洲轻轻摩挲
着手里的袋子，仍秉持当年的信念,“绝
不让任何人侵犯我们的祖国。”

1952年 12月，林志洲所在的第 24
军奉命由元山港开赴战场中线，接防已
在上甘岭持续作战多日的志愿军部队。
11月25日结束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
以伤亡 1.1万余人的代价，毙伤敌 2.5万
余人，击落击伤飞机274架。

“上甘岭战役最激烈的战斗虽然过
去了，但阵地上一直僵持对峙着，为了让
美军老老实实地接受谈判，也为早点支援
前线，我们奔袭了7天7夜。”说到这儿，林
志洲突然轻拍大腿，接着又叹了一口气，

“快到上甘岭时拐入一个山沟，那里有许
多志愿军第15军的烈士，天地为墓。”

林志洲和战友们是含着热泪扎进阵
地的。“我们接防不到 8小时，敌人就发
觉了，一天之内发动了8次攻击，想打我
们一个措手不及，都被我们狠狠地打了
回去。”林志洲回忆道，炮弹在四周炸个
不停，战友们的鲜血和着雨水溅进眼里，
他根本看不清敌人在哪里，只知道向前、
冲锋、射击。

此役，林志洲因作战勇敢荣立三等

功。后来，他将立功奖章和“小红本”放进
了装过水果糖的布袋子里。

1953年 5月，志愿军展开夏季反击
战。林志洲所在部队组织 180人的加强
连，在夜色掩护下摸上了敌军阵地。“双
方很快交上了火，打得很激烈，这个时候
拼的就是谁不怕死。这一点，敌人是不如
我们的。”

战斗中，林志洲将负伤的战友救回
坑道。卫生员安顿好伤员，抬头却见林志
洲满头鲜血，忙对他说：“你负伤了。”林志
洲一摸脑袋，才知道自己流的是血不是
汗，“指导员问我下不下火线，我坚决不
下”。黎明前，头缠一圈纱布的林志洲又单
枪匹马潜入阵地周边，侦察战斗情况。

在炮火的洗礼中，这个面庞尚显稚
嫩的小伙子火线入党，布袋子里也再入
一个三等功。

抗美援朝胜利后，林志洲作为战斗
英雄，被选送到原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学
习。“我从小家里穷，没吃没穿更没念过
书”，航空气象、发动机原理、仪表程序等
复杂专业的知识让林志洲犯了难。

“但只要想到战场上那让人恨得牙痒
的敌机，我就决心苦练本领，捍卫祖国蓝
天。”3年后，林志洲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
校任教员。在空军工作的20余年间，他飞
过7种机型，成为能飞4种气象的机长。

“热爱飞行事业，地面苦练，空中精
飞……飞行2316小时31分，消灭等级事
故，已达到相关规定，可报请三等功一
次。”1982年 4月，林志洲的布袋子收入
了他军旅生涯最后一枚军功章。

采访结束时，林志洲告诉记者：“我
想知道一个人的消息，他叫蒋世勤，我们
24军 72师 216团 1营 1连的指导员，是
我的入党介绍人、最亲密的战友。找到
他，是我的心愿。” 新华社记者 刘艺

新华社南京11月19日电

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

带 去 一 包 糖 果
装 回 一 袋 奖 章

——记志愿军老战士林志洲

据新华社旧金山11月18日电（记
者 吴晓凌）美国联邦航空局18日宣布
解除对波音737 MAX机型的停飞令，但
表示该机型目前还不能立即复飞。

波音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停飞令
解除后，波音737 MAX机型将在美国联
邦航空局管辖范围内的航空公司获准恢
复运营，波音公司也将获准开始交付飞
机。联邦航空局发布的适航令详细说明
了美国的航空公司在恢复运营前必须满

足的要求，包括安装软件升级、完成线
束分离和改装、开展飞行员培训并彻底
完成飞机解封，使飞机为恢复运营做好
准备。

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印度尼
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
司分别发生空难，总计346人丧生，失事
飞机均为波音 737 MAX系列客机。随
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停飞或禁飞
737 MAX系列客机。

新华社南京11月19日电（记者
王珏玢）记者 19日从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中、美古
生物学者最近在福建漳浦发现一种
1500万年前的南酸枣化石。就像人们
熟知的木乃伊，这些干枯、脱水的化
石将远古南酸枣的形态结构立体保
存了下来。

南酸枣是一种生活在热带、亚热
带的乔木，在我国浙江、福建、云南等
地有分布。考古证据显示，早在 8000

多年前，古人就已经开始食用南酸
枣，并且将其果实大量储存起来。

此次，研究团队共发现7枚“木乃
伊”南酸枣果实化石，它们的形态结
构与现代南酸枣基本相同。稍有不同
的是，现在的南酸枣果实，顶端有 3
至 6个俗称为“眼”的萌发孔。而发现
的化石里，首次出现了具有 7个萌发
孔的果实。这说明，1500万年前的远
古南酸枣，形态比现代“子孙”更加
多样。

“古植物学和环境考古资料显
示，在 2000万年前，南酸枣曾广泛分
布于欧亚大陆。而现在，它成了东亚
地区特有的植物。我们的研究说明，
南酸枣很久以前就在欧洲消失，而在
我国华南地区，它们很可能从远古时
代一直延续生存至今。”参与此项研
究的中科院南古所助理研究员王姿
晰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
际期刊《古植物学和孢粉学评论》上。

中美学者发现1500万年前“木乃伊”南酸枣化石

浴场遗址浴场遗址。。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浴场遗址西侧支撑柱结构浴场遗址西侧支撑柱结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记者

罗沙）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中国
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19日发布了一份专
题报告，对我国法院 2017年 1月至 2020
年6月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和
趋势进行分析。

报告显示，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
6月30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新收网

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共计4.9万件，每年
1月和7月的纠纷案件量占比较高。其中，
食品类纠纷占比最高，为45.65%，其次为
数码电器类占比17.2%。这些案件中，原
告自然人为“60前”的占 2.56%，“60后”
占 4.92%，“70后”占 13.98%，“80后”占
44.35%，“90 后”占 32.83%，“00 后”占
1.36%。“80后”和“90后”合计占比超七成。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记者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19日称，按照现
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20年11月
19日 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
分别提高150元和145元。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市场

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
格监测中心分析说，因市场预计主要石
油生产国可能维持或加大当前减产力
度，短期内国际油价将在震荡中略有上
涨。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存在不确
定性，将抑制国际油价上升空间。

汽油、柴油价格上调

美联邦航空局解除
对波音737 MAX机型的停飞令

司法大数据显示

“80后”“90后”是网购维权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