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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新华社厦门 7 月 7 日电（记者
王秉阳）“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达到了
99万多个，民营医院数量占医院总数
的63%，远程医疗服务覆盖全国国家
级贫困县和边远地区。医务人员队
伍不断壮大，执业医师达到360万人，
注册护士410万人。”国家卫健委副主
任王贺胜6日在此间举行的2019中
国医院大会上发言表示，我国优质高
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不断健全。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仍需久久为
功，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人民
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王贺胜表示，当
前深化医改进入了深水区、攻坚区，
主攻方向就是要解决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的问题，破解看病难基本思路是
最大限度的整合卫生资源，促进纵向
联动，构建整合型医疗服务模式。破
解看病贵必须“三医”同向发力、联动
改革。

谈及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这一与
医疗质量安全、健康中国建设紧密相
关的内容，王贺胜表示，医疗机构特
别是公立医院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
转变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加快建立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在发展方式上，
要从规模扩张型转向质量效益型，提
高医疗质量。在管理模式上，要从粗
放管理转向精细管理，提高服务效
率。在投资方向上，要从投资医院发
展建设转向扩大分配，提高待遇。

这些都是2019中国医院大会的
会议内容，本届中国医院大会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推进健康中
国的建设”为主题，内容涵盖加强医
院党建、推进健康扶贫、强化质量管
理、激励科技创新、规范医院运行等
内容。据中国医院协会统计，共有医
院管理者、业内知名专家学者等3000
余人出席本次大会。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
已接近百万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记者
吉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新三板）披露数据，截至7月
5日，今年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
金额达402.69亿元。

在交易方式方面，本周 （7月 1
日至 5 日） 新三板挂牌公司成交
16.94亿元，较上周下降三成，其中
以做市方式成交4.62亿元，以集合
竞价方式成交近12.32亿元。

在指数方面，新三板几大指数
势头平稳，截至5日收盘,三板成指
报 942.32点，稳步回升；三板做市
指 数 报 762.66 点 ； 创 新 指 数 报
1044.25点。

在公司成交金额方面，本周成
交金额最高的是君实生物，成交额
8987万元。

截至7月5日，新三板挂牌公司
总计9904家。

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
成交金额超400亿元

新华社德黑兰7月7日电 伊朗
政府7日宣布，伊朗正在提高浓缩铀
生产丰度，将不再受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对伊朗只能生产丰度上限为
3.67%浓缩铀规定的限制。

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当天
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
说：“今天，我们将开始进行高于
3.67%丰度的铀浓缩活动，丰度水平
将取决于我们的实际需求。”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贝赫鲁
兹·卡迈勒万迪当天发表声明，确认
伊朗将提高浓缩铀生产丰度，并突
破伊核协议关于3.67%丰度的限制。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伊
朗布什尔核电站需要丰度为5%的浓

缩铀，而位于德黑兰的科研用核反
应堆则需要20%丰度浓缩铀。

关于伊朗铀浓缩活动丰度的限
制是伊核协议核心条款。90%以上高
丰度浓缩铀属于武器级核材料，可
以用于制造原子弹。但理论上生产
20%丰度和90%丰度浓缩铀之间几乎
没有技术障碍。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美国、
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
国） 2015年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协议规定，伊朗在协议生效15
年内保存最多 300 公斤经过浓缩的
六氟化铀，丰度最高为 3.67%。国
际社会承诺解除对伊朗的一系列制
裁措施。

伊朗宣布

将提高浓缩铀生产丰度

新华社多哈 7 月 6 日电 （记者
杨元勇）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
特别代表扎尔梅·哈利勒扎德6日宣
布，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
首都多哈举行的第七轮谈判取得了
实际进展。

哈利勒扎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表示，美国和塔利班6月29日开始
举行第七轮谈判，双方在反恐保
证、撤军、阿富汗内部对话、实现
永久和全面停火4个方面取得了实际

进展，这是双方进行直接谈判以来
“最具成果的谈判”。

据塔利班方面的消息，由卡塔
尔和德国共同主办的阿富汗内部对
话活动7日将在多哈举行，60多人
将参加这次对话。哈利勒扎德表
示，为了“支持阿富汗内部对话”，
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本轮谈判7日
至8日将暂停两天。他认为，这次
对话是阿富汗和平进程中的“决定
性事件”。

美国特别代表说

美国与塔利班的谈判取得实际进展

7月7日，观众在北京参观“为抗
战吹响号角”主题展览。

当日，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2
周年，“为抗战吹响号角——中国共产
党与抗战文化”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该展览展出珍
贵历史图片 210 余幅，珍贵历史文物
240余件（套）。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为抗战
吹响号角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记者 高
敬）7月7日至10日，我国南方将出现
新一轮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7日
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启动
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及可能受
影响的省级气象局根据实际研判保持
或调整相应应急响应级别。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7日至8日，
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西北部、湖

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福建北部、浙
江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
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
中南部、江西中部、浙江西南部、福建
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
雨（100至 18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
30至50毫米，局地可达70毫米以上，
部分地区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或短时
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指

出，这轮强降水过程的特征主要表现
为大暴雨覆盖面积较大，部分地区降
水持续时间较长。这次过程是今年入
汛以来面雨量最大的一次降水过程，
累计雨量大于 100毫米和200毫米的
区域面积比前几次降水过程要大。强
降水过程以短时强降雨为主，小时雨
量达40到60毫米，局部甚至超过80毫
米，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发生
几率较小。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强

降水持续时间可达3天以上。
何立富表示，这次强降水预计 11

日趋于结束，11日白天降水会明显减
弱。此轮降水影响范围内的公众要及
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做好
出行安排，避免去山区等地质灾害易
发区。同时，此轮降水覆盖的主要城
市，如贵阳、长沙、武汉、南昌、合肥、南
京及上海等，要注意道路积水，甚至城
市内涝给交通带来的不利影响。

南方强降雨来势汹汹

中国气象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这是正在进行主拱圈合龙施工的鸡鸣三省大桥 （7 月 7 日无人机拍摄）。
当日，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鸡鸣三省大桥主拱圈顺利合龙，标志大桥建
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为2019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赤水河
流域重要的渡改桥工程，该桥建成后将解决三省交界一带数十万群众的出行
难题，有力助推乌蒙山区脱贫攻坚。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重庆，113.6亿次；西安，89.1 亿
次；成都，88.8亿次……在抖音最新
公布的2018年城市形象短视频播放数
据中，力压北上广的，是这些西部城
市，武汉、长沙等中部城市排名也十
分靠前。

与网络上走红同步，在中国经济
版图上，中西部城市的崛起是一大亮
点。“网红”城市的崛起有何奥秘？
城市的魅力值和经济发展有什么关
联？年中之际，记者实地调研这些城
市，寻找答案。

提升魅力值：创意营销
晒出城市新形象

重庆有轻轨穿楼和8D魔幻立交，
西安有摔碗酒，成都有美食……记者
近日在这些城市调研发现，这些自带
流量的场景画面，吸引大量游客市民
在网络上自发传播分享。地方政府因
势利导，积极运用新媒体讲好城市故
事，在“网红城市”的缔造上形成了
共振效应。

城市形象的提升，带来最直接的
效应就是文旅产业的增长。在社交媒
体平台上，重庆独特的地形地貌造就
了一批“网红景点”，每年吸引大批
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统计显示，
今年“五一”期间，重庆实现旅游总
收入200亿元，同比增长33.5%。

“这些创意传播活动，契合年轻
群体的喜好。同时，也提升了本地居
民的认同感和幸福感。”重庆两江新
区党工委宣传部长张黎说。

顺应这波“网红热”，一些中西

部城市政府开始有意识地突破传统的
城市营销“套路”。今年3月起，重庆
启动了为期半年的区县“晒文化·晒
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借助社交
媒体等平台，展示重庆“山水之城”
的“颜值”与“气质”。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
处处长周杰说，塑造和推广城市形
象，不仅仅着眼于推动文旅产业的发
展，背后其实是产业、文化、生态协
同高质量发展的大文章。

作为西部的国家中心城市，成都
公布了打造“三城三都”行动计划，
并在全市统筹布局建设66个产业功能
区，涵盖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
融合产业、都市现代农业等。

留住年轻人：年均净流
入数十万

一首《成都》，让“小酒馆”成
为文艺青年的向往之地；一顿“串
串”，让吃货们心服口服流连忘返；
一只“滚滚”，让“熊猫粉”对天府
之国趋之若鹜……

这些“网红”元素在一次次制造
热点的同时，也让很多人感受到成都
安逸舒适的生活情趣，四川大学应届
毕业生李春波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北方人，在成都上了 4 年
学，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他说，在
成都既可以看到高新区里彻夜通明的
写字楼，也可以体验公园里熙熙攘攘
的茶馆。因为喜欢这种快慢相宜的状
态，李春波已经应聘到本地一家科技
企业，准备在成都扎根。

展示宜业宜居的发展环境，吸引
人才落户生根，是这些“网红”城市
的不二法门。恒大研究院最新发布的
报告显示，从 2015 年到 2018 年，西
安、成都、武汉等都市圈的年均常住
人口增量均超20万人。2018年，西安
常住人口增加38.7万人，进入千万人
口城市俱乐部。

互 联 网 招 聘 平 台 猎 聘 发 布 的
《2019 年人才前景趋势大数据报告》
也显示，西安、成都、武汉均位列中
高端人才净流入率榜前十名。

拥有众多高校的武汉，2017年就
启动“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
程”。在有着“光谷”之称的武汉东
湖高新区，当地招才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7 年大学生政策实施以来至
2019年一季度，东湖高新区共吸引留
汉大学生23.83万。目前，光谷仅在
企工作的博士就突破1万人，是十年
前的5倍。

壮大新经济：让“网红”
城市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从统计数据看，虽然不少中西部
“网红”城市 GDP 已经突破万亿元，
在总量上与沿海发达城市相差无几，
但在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力上仍有差
距。“网红”城市还要加快创新转
型，丰富城市内涵。

得益于优美的生活环境、较低的
商务成本和充足的人才供应，小米、
字节跳动、小红书等互联网公司纷纷
把研发中心或相关业务总部设在武
汉。光谷“互联网+”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李猷把这个现象归纳为“第二总
部”。据不完全统计，光谷已聚集60
多家互联网企业的第二总部，创造的
就业岗位达数万个，为城市经济转型
提供强大动力。

武汉有“互联网+”办公室，成
都有全国首个新经济发展委员会。
通过管理模式的创新，政府与市场
相互配合，携手推动新经济的发展
壮大。

“我们制定了新经济企业的梯度
培育计划，把企业细分为种子企业、
瞪羚企业、准独角兽、独角兽或行业
领军企业，开展‘一对一’服务。既
要引得来‘凤凰’，也要培育出‘大
树’。”成都高新区新经济发展局功能
区建设推进处负责人邓毅表示。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极米科技是
一家准独角兽企业，不到 6 年时间
就成长为国内投影显示行业龙头。

“政府在税收、金融及办公场地等多
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解决了很多
实际困难。”极米科技副总裁郭雪晴
说，公司已决定把总部和研发基地
放在成都，正着手准备科创板的申
请材料。

“重庆都市圈是内陆开放高地，
产业同质化、创新能力不足是短
板。”恒大研究院的报告指出。“网
红”要想“长红”，抓创新是根本。
今年一季度，重庆的新能源汽车、电
子元件等产业势头迅猛，新产业、新
动能的较快增长将让重庆的“网红”
成色更足、内涵更为丰富。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何宗渝
胡旭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在城市形象短视频播放数据中力压北上广

这些中西部城市咋就成了“网红”

新华社天津7月7日电（记者 周
润健）暑期来临，带娃乘船出行成为不
少家庭的选择。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
保障中心特别提醒说，家长和孩子们
在乘船前要仔细观察所乘船只，达不
到“四要看”要求的船只不要乘坐。

一要看有没有船名。船名一般
在船体两侧的显眼位置，或者在驾
驶舱的顶部或侧面。没有船名的船
不能坐。

二要看船舶的乘客定额。船舶乘
客定额牌通常放置在上船梯道顶部或
者进客舱门口的位置，也有些小型客
（渡） 船将其置于客舱里面靠近驾驶
舱的舱壁上。家长带孩子登船时，要
估计或询问一下乘客人数有没有超过
定额数。没有标注定额数或乘客数已
超过定额数的船不能坐。

三要看船舶在水面上的高度。船
舶在靠近水面的地方，会用两种不同

的油漆颜色明显标示出船舶的载重
线，如果这条线在水面以下，或者看
不到不同的颜色线，说明这艘船已超
载。超载的船不能坐。

四要看有没有安全设备。安全设
备完备的船只，会在明显的地方设置
有救生圈、救生衣、灭火器等安全设
备。上船后，家长和孩子们要找到救
生衣放置的位置。没有安全设备的船
不能坐。

在确定船只符合要求后，上下
船、船上活动和遇到紧急情况时还要
养成一些好习惯。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
提醒说，上下船要按顺序，不跑不
跳，不推不挤；船上活动要文明，
坐好扶稳，轻声慢步，靠右行走；
救生设备准备好，熟悉船上的疏散
路线；紧急情况听指挥，不要自作
主张跳船逃生。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暑期出游提醒

达不到“四要看”要求的船只不要乘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