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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4日袁 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正
大镇苗族同胞在麻洞村进行苗族花鼓舞培训袁为春
节期间花鼓表演做准备遥多劳村尧麻洞村尧塘边村等
6个村的村民参加遥 花鼓舞是一种无伴奏原生态群
体舞蹈遥 表演时袁舞者通过再现生产生活和动物嬉
戏动作袁抒发对劳动的尊重尧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乐趣遥 图为苗族同胞在自拍遥

龙元彬摄

泰国快艇爆炸 27名游客不同程度受伤
5名中国游客无生命危险
在泰国海域快艇爆炸事故中受重伤的 5名中

国游客目前在泰国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袁
并无生命危险袁其他游客将按原计划返回国内遥

记者在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驻普吉领事办公
室看到袁多名游客正在填写资料办理旅行证件遥 事
发时部分游客随身携带的护照被海水泡坏或烧坏袁
需要临时办理旅行证件遥一些游客将按照原定行程
于 17日返回中国袁 受重伤的几位游客将继续留在
医院接受治疗遥 1月 14日下午袁载有 27名中国游
客的快艇在泰国南部甲米府皮皮岛海域起火袁27
名游客均有不同程度受伤袁其中 5人重伤遥 汪瑾

11个自贸服务中心投入运营
目前已有 11个中国贸促会自贸试验区服务中

心正式投入运营袁实现了对所有自贸试验区的全覆
盖遥

自贸服务中心是中国贸促会在各自贸试验区
设立的袁以贸易投资促进尧商事法律服务尧代言工商
为核心内容袁统筹尧聚合中国贸促会和地方贸促会
资源袁为自贸试验区企业和相关部门就近提供服务
的综合性公共服务机构遥自贸服务中心的业务范围
主要包括院围绕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尧政策实施效
果尧国内外自贸园区规则等课题开展研究曰举办宣
传推广活动袁宣介自贸试验区政策曰组织企业参加
国内外展会论坛尧定向考察尧项目推介等活动曰邀请
接待国外来访团组等遥 林丽鹂

央企亮出2017年“成绩单”
收入利润均两位数增长

2017年中央企业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袁 全年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6.4万亿元尧利润总额 1.4万亿
元袁同比分别增长 13.3豫和 15.2豫遥 这是记者在 15
日举行的野中央企业 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冶上了
解到的信息遥

目前袁中央企业已完成超过 1200户企业野处僵
治困冶任务曰截至去年底袁央企累计减少法人 8390
户袁减少比例达 16.1豫袁节约管理费用 135亿元遥据
了解袁2018年袁中央企业要完成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1265万吨尧 整合煤炭产能 8000万吨目标任务袁积
极推动煤电去产能袁 做好有色金属尧 船舶制造尧炼
化尧建材等行业的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遥 王希

1月 15
日袁 浙江省
长兴县和平
镇 便 民 桥
村袁 村民们
正 在 打 鱼
塘袁收年鱼遥
已近年关袁
不少农民已
经提早清挖
池塘袁 抽水
捕鱼袁 一家
干塘袁 众邻
帮忙袁 一派
丰收喜庆景
象遥 王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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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袁 国家部委陆续召开年
度工作会议袁对 2018年工作作出
部署遥 笔者梳理发现袁打好脱贫攻
坚战是很多部委的重点任务袁支
持培育新动能尧 推进绿色发展等
是重要着力点遥

打好脱贫攻坚战

根据党的十九大要求 袁到
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袁贫困县全部摘帽袁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遥 因此袁在很
多部委的规划中袁 脱贫攻坚成为
重点任务遥

首先袁 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
和特殊贫困人口的精准帮扶遥

2017 年 12 月 27 日要29 日
召开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指
出袁要聚焦深度贫困攻坚袁强化对
深度贫困地区的精准支持袁 强化
对贫困老年人尧残疾人尧重病患者
等群体的精准帮扶遥 2017年 12月
23日袁 在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
会议上袁住建部部长王蒙徽表示袁
2018年将集中力量推进建档立卡
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危房改造 遥
2017 年 12 月 27 日要28 日召开
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袁 向深
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袁 瞄准特殊
贫困人口精准帮扶袁 强化财政扶
贫资金管理遥

其次袁完善扶贫体制机制遥
2017年 12月 25日召开的全

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指出袁 进一
步完善交通扶贫机制袁 加强部省
联动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遥 2018年
1月 4日召开的全国卫生计生工
作会议指出袁 健全农村贫困人口
医疗保障机制袁 开展深度贫困地

区健康扶贫攻坚行动遥

支持培育新动能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袁 培育发
展新动能袁 对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有重要意义遥 在很多部委
2018年的工作规划中袁 都有支持
培育新动能的相关举措遥

培育新动能必须着力推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遥

2017 年 12 月 22 日要23 日
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
指出袁 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袁 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
业转型升级尧提质增效袁加快培育
形成新动能主体力量遥 2017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全国工业和信息
化工作会议指出袁 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袁 以提高制造业供
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袁 深入实
施野中国制造 2025冶遥 在全国财政
工作会议上袁 财政部部长肖捷指
出袁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
落实野三去一降一补冶重点任务袁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袁 推动实现供
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遥

培育新动能必须培育产业新
优势遥

2017 年 12 月 29 日要30 日
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袁农
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袁 着力调整
优化农业结构袁 推进信息化与农
业融合发展遥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
工作会议指出袁推动互联网尧大数
据尧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袁
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遥 全国卫生计
生工作会议指出袁 大力发展健康
产业袁促进野互联网+医疗卫生冶发
展遥

培育新动能从根本上要靠创
新驱动遥

2018年 1月 9日召开的全国
科技工作会议上袁科技部部长万钢
指出袁推进重大科技创新取得新进
展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大
支撑曰加强面向科技强国的基础研
究袁进一步增强创新源头供给遥 全
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指出袁大力推
进智慧交通发展袁推进交通运输领
域大数据应用遥 全国农业工作会
议则强调袁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与体制改革遥

加快推进绿色发展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体
现遥 加快推进绿色发展袁体现在多
数部委 2018年的工作规划中遥

在推进绿色生产方式方面袁重
视发展清洁能源遥

2017年 12月 26日召开的全
国能源工作会议聚焦绿色发展袁着
力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战略工程袁统
筹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袁大力推
进能源清洁发展水平遥全国工业和
信息化工作会议指出袁大力实施绿
色制造工程袁全面推进重点行业清
洁生产改造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指
出袁要坚持绿色导向袁提高农业可
持续发展水平袁持续推进农业投入
品减量袁加快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袁加强农业资源养护遥

在推进绿色生活方式方面袁倡
导低碳环保遥

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袁
大力促进绿色出行袁深入实施公交
优先战略袁提升公交地铁等绿色低
碳出行方式比重遥 潘旭涛 吴宇轩

各部委陆续召开年度工作会议

为 2018年工作“划重点”

绎瑞金市武阳镇万物山农场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壹张袁发票代码:3600171320袁发票号
码:01085566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渝湘阁餐饮店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发票代码 :3600171320袁
发票号码 :01024881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小谢塑料日杂铝制品经

营 部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600071746袁特此声明遥

绎邓爱发持有的残疾证遗失 袁 证号 院
36210219760410291843

绎瑞金市象湖镇精苹果电脑科技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袁 注册号院360781600117376袁特
此声明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