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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俊、方轶、杨志：

你们三位系安徽安庆技师学院

员工。姚俊同志于2014年 2月份请

假后至今未回学院；方轶同志于

2006年停薪留职期满后至今未回学

院；杨志同志2016年 11月份请假后

至今未回学院。三人经安徽安庆技

师学院多次电话通知，没有正当理

由仍然拒绝回学院。现登报通知你

们三位，请于2019年 8月 15日前来

学院处置有关问题，并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不到的，视为你们三人自

动辞职，安徽安庆技师学院将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特此通知。

安徽安庆技师学院

2019年8月8日

通 知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 罗
争光 谢滨同）从2020年1月1日起，
开展残疾人托养服务将按照新的国家
标准进行。7日，中国残联、民政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等共同在京对《就业年龄段智力、
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
范》的有关内容进行发布，这是我国残
疾人服务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标准。

这项标准于2013年在国家标准
委立项，2019年6月由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国家标准委正式发布，规定了
残疾人托养的服务机构、服务内容与
要求、服务过程、管理内容与要求、服
务评价与改进方面的基本要求，适用
于为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和重度肢
体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机构的规范
与评价，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残联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
中心研究员冯善伟介绍，此前我国关
于社会化的养护照料服务主要针对
的是16岁以下的孤残少年儿童和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但智力、精神
和重度残疾人是残疾人群体中失能
程度较为严重、生活也相对更为困难
的一群人，他们中大部分人虽然已经
成年，但依然缺乏自我照料和独立生
活能力，需要依靠家庭的供养。残疾
人托养服务正是要帮助这些“学校已
离开、医院收不了、企业进不去、家庭
供不起，其他公共服务长期不能覆
盖”的困难成年残疾人群体，得到基
本的照料服务和生活自理能力等方
面训练，通过托养服务部分残疾人还
可以实现生活自立和不同形式就业，
减轻其家庭负担。

残疾人托养服务
有了首个国家标准

新华社上海 8 月 7 日电（记者
王琳琳）科技资源互通共享是推动长
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举措。记
者从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获悉，截至目前，该平台已聚集28634
台（套）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实现共享
的科技资源总价值超过327亿元。

今年4月，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正式开通。运行一段时间
以来，该平台完成了长三角三省一市
科技资源的数据接口对接，实现了长
三角区域大科学装置、仪器设备、国
家级实验室等科技创新资源的开放。

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

中心副主任赵燕介绍，从统计数据
看，长三角大型科研仪器规模增长迅
速，扫描电子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
镜、核磁共振设备等高端仪器增长尤
为突出。从具体使用情况看，粗略统
计，仅苏州就有约1800家企业共享使
用了上海65家科技资源服务机构的
近540台（套）大型科学仪器，服务次
数5.1万次，服务金额约4600万元。

记者获悉，下一步，该平台将着
力采用市场化手段吸纳更多专业化
市场科技服务机构和科技中介服务
机构加盟，从而进一步激发跨区域科
技资源共享活力。

超327亿元科技资源
在长三角三省一市实现共享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记者
魏玉坤）记者7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清理规范
地方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的通知，
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在2019年 12月31
日前全面完成清理规范工作。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
介绍，此次清理规范的内容有：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关于不
得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实行歧视性
收费标准、规定歧视性价格，不得排
除、限制竞争等相关规定，针对本地
企业、本地货物等特定市场主体出台
的、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
地方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需要停
车接受人工查验、无法实现不停车快

捷通行的地方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
策；影响对跨省车辆正常收费的地方
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

吴德金表示，地方性车辆通行费
减免政策清理规范的主体是省级人
民政府。各地省级交通运输、发展改
革和财政主管部门应当在省级人民
政府统一领导下，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在2019年 12月 31日前全面完成
清理规范工作。

“为维护全国统一规范的公路收
费秩序，确保车辆不停车快捷通行，
除落实《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国务院
有关规定以及实施高速公路差异化
收费外，今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
得以任何形式制定其他车辆通行费
减免政策。”吴德金说。

全面清理规范
地方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

新华社深圳 8 月 7 日电 （记者
陈键兴 王丰 周文其） 8 月 7 日，
国务院港澳办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
在深圳共同举办香港局势座谈会。国
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通报了中央关
于稳定香港当前局势的重要精神，中
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王志民就落实
中央精神提出希望。港区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省级政协常委，
香港主要爱国爱港政团社团领袖等
550余人参加会议。

张晓明指出，中央高度关注当前
香港局势，并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
研判和部署。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
严峻的局面，当前最急迫和压倒一
切的任务，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
序，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阻止香
港滑向沉沦的深渊。尽管特区政府
多次表示修例工作已彻底停止，但
是香港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势力继续
以“反修例”为幌子进行各种激进

抗争活动，暴力化程度不断升级，
社会波及面越来越广，甚至公然挑
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如果任
由“暴”和“乱”持续下去，不仅
会危及香港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
全，而且会毁掉特区政府的管治权
威，毁掉香港的法治基石，毁掉香
港的繁荣稳定，毁掉“一国两制”，
广大香港市民不会答应，全国人民也
不会答应。我们正告各种“反中乱
港”势力，切莫误判形势，把克制当
软弱，切莫低估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维护香
港繁荣稳定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如果香港局势进一步恶化，出现香港
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动乱，中央绝
不会坐视不管。按照基本法规定，
中央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强大的
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现的各种动乱。

张晓明强调，对挑战“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的行为绝对不能容忍。

在近期的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中，一
些人鼓吹“港独”，喊出“光复香
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包围和冲击
中联办，肆意侮辱国旗、国徽和区
徽。这些行为严重挑战“一国两制”
原则底线，正如香港不少人士所说，
修例事件已经变质 ， 带 有 明 显 的

“颜色革命”特征。习近平主席曾明
确宣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
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
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对公然挑
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违法犯
罪活动，都必须坚决追究法律责任，
包括追究幕后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
者的刑事责任。

王志民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7
年会见香港各界代表人士时谈到的

“四个带头”，不仅是对大家能力的
尊重和肯定，更是对大家的一份嘱

托、一份期许。尽管当前香港局势
严峻复杂甚至险恶，但我们坚信，
在香港街头暴力不断升级、“黑色恐
怖”蔓延的时刻，一定会有越来越
多的人带头挺身而出，率先支持特
区政府和警队维护法治；在香港歪
理横行所造成的“寒蝉效应”面
前，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带头打
破“万马齐喑”的可怕沉默，率先
发出正义之声；当一些人还在选择
犹豫、观望、抱怨 甚 至 投 机 的 时
候，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带头率
先行动起来，尽己所能为时局好转
创造有利时机和条件。相信大家一
定会带好头，把张晓明主任传递的
中央重要精神带回香港，为香港社
会携手解决问题创造更大空间、凝
聚更强力量；一定会与特区政府和
警队一起，止暴制乱，共同稳住香
港局势，齐心协力推动香港“一国
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 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急迫任务
——国务院港澳办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举办香港局势座谈会

8月7日，海南保亭的黎族、苗族群众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嬉水
节。当地居民和游客互相泼水，祈求风调雨顺，幸福安康。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海南保亭：嬉水祈福

日前，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
率操纵国”。这一单边主义和保护主
义行为严重破坏国际规则，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也纷
纷表示质疑。

无论是从国际法来看，还是从美
国内法来看，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

“汇率操纵国”都缺乏依据。从国际法
来看，一国是否存在货币操纵问题，应
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辖的事情，
该组织承担督促成员国避免货币竞争
性贬值的职责。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近期发布的报告明确，人民币汇率符
合中国经济基本面。

事实上，汇率问题一直是二十国集
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双边和多边平

台讨论的重要问题。国际组织都认可的
结论，美国却要另搞一套，将美式标准凌
驾于国际规则之上，严重破坏了全球关
于汇率问题的多边共识。另一方面，即
便从美国国内法来看，中国也远没有达
到其所谓的“汇率操纵国”标准。

面对明摆着的事实和国际组织公
论，美方一些人颠倒黑白，不仅践踏国
际规则，连自己制定的所谓标准也不
当回事，真是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

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
纵国”，紧随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 7”
而至。一直以来，美方不断要求人民
币增强汇率的弹性，但是当人民币汇
率价格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波动
幅度加大时，美国一些人却又表现出

叶公好龙的态度，对中国无端指责，既
蛮横又荒谬。

美方给中国乱贴“汇率操纵国”标
签，是对国际金融秩序的严重破坏，将
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还将大大阻碍国
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复苏，最终会自食
其果。美国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
纵国”当日，美国三大股指全线大跌，
其中，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3.5%，
标普500指数下跌3%，道指跌2.9%。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方所作所为
注定不得人心。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
斯·萨默斯撰文指出，指控中国进行汇率
操纵没有可信依据，此举损害美国政府
信誉，可能给美国带来经济衰退风险。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将中国列为

‘汇率操纵国’，既无道理又无作用”。
在中美经贸磋商过程中，中方一

直在以实际行动释放诚意，而美方多
次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使得磋商一再
受挫。这次，面对外汇市场的正常波
动，美方又一次对中方泼脏水，妄图打
出“汇率操纵”牌对中方极限施压。故
伎重演，不可能奏效，中国和中国人民
从来就不吃这一套！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全球
最大经济体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
美国应承担其维护国际金融和货币体
系稳定的责任，而不是寻求超越国际
规则的“美国特权”。如果美方一意孤
行，在自私自利、任性妄为的歧途上越
滑越远，必将以失败告终。

美方践踏国际规则终将失败
新华社评论员

8 月 7 日，被称为三峡“云端机
场”的重庆巫山机场建设项目通过行
业验收，具备民航机场运行条件。该
机场有望 8 月中旬通航，届时将开通
巫山—重庆、巫山—烟台等航线。

新华社发（重庆机场供图）

三峡“云端机场”

近日，美方宣称拟对3000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在中国
宏观经济研究院7日举行的“坚定信
心 有效应对美国极限施压研讨会”
上，专家学者们表示，美方言而无
信，出尔反尔，其做法害人害己。应
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关键是做好自
己的事，要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稳”
应对美国的“变”。

“如果美方启动新一轮加征关
税，不仅将伤害美国消费者的利
益，拖累美国经济，还将严重冲击
国际市场信心，给世界经济带来新
的不确定性，完全是一种损人害己的
行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说。

他表示，与美方前几轮加征关
税主要是中间产品不同，新一轮加
征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主要是智能手

机、笔记本电脑、服装、玩具等消
费品。这部分商品可替代性不强，
占美国市场份额很高，需求价格弹
性也很小。

“美方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最终
大部分要由美国的消费者买单。”王
一鸣说，消费是美国经济增长最重要
的动力，新一轮加征关税将抑制其消
费者的支出，进而影响零售业的就
业，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将对美国经
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晋
平认为，加征关税给中美经贸带来
的影响，会严重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的进程。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之
下，美方极限施压的做法，既损害
别国和本国的利益，又背离了世界
经济的时代潮流。

华盛顿方面的极限施压，是否会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我们该如何
应对？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未来中美经
贸磋商将是曲折和复杂的过程，我
们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战略定
力，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应对中
美经贸摩擦，关键是要做好自己的
事，要以中国更强的发展韧性，应对
美国的极限施压。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
长余淼杰看来，面对当前的复杂形
势，中国应该做到处变不惊，坚定信
心，通过全方位的开放和高质量的发
展，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不确定
性。

“面对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我
们应该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保护国
家的根本利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首席专家陈东琪表示。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确
实面临一些下行压力。但我们更应该
看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
的良好表现，中国经济具备应对一切
风险挑战的能力和条件。

“美方升级经贸摩擦不会影响我
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大趋势。”中
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郭春丽表示，从经济运行来看，
我国内生增长动力趋强；从外部市
场来看，我国出口结构升级和多元
化，可以弱化经贸摩擦升级的影
响；从未来趋势来看，新动能持续
快速成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从政策操作来看，逆周
期调节为抵御外部冲击和市场预期
创造有利条件。

新华社记者 刘羊旸 申铖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以中国经济的“稳”应对美国的“变”
——专家学者就应对美方极限施压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