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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7月 31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消
息，对乔家大院景区予以取消质量等
级处理。从8月7日开始，乔家大院闭
馆10天，对过度商业化等问题进行集
中整改。闭馆整顿十天之后，被“摘
星牌”的乔家大院于17日重新开馆。

8月 17日，重新开馆的乔家大院
吸引了约 8500 名游客参观。游客反
映，重新开放的乔家大院比以前秩序
好，环境卫生明显改善。

据乔家大院旅游景区管理处主任
刘学昌介绍，乔家大院核心景区共关
闭店铺29个，腾退店面1050平方米，
用于景区布展和丰富晋商文化展示。

记者在乔家大院景区内看到，大
部分商业店铺已拆除，有的店铺变成
文创展区，有的变成非遗文化展区，
有的则变成了休息区，景区有近1000

个休息位供游客休息。景区内还多了
许多自动贩售机，用于销售饮料、纪
念币等物品。

第三次来乔家大院游览的河南游
客刘女士说：“十年前来的时候，景区里
边、外边都很乱，这次来感觉好多了。”

针对停车场管理混乱、厕所脏
乱、设施陈旧等问题，乔家大院也进
行了整改。目前，景区新建的停车场
已经完成了700个小型停车位的智能
化建设，还有400个停车位正在建设
中。景区卫生间也完成了整改，并增
加了无性别卫生间。

最受游客诟病的景区出口商业街
也已经拆除，腾退土地 4600 余平方
米，两侧开展了绿化、硬化；还配备
了6辆电动观光车，招手即停，免费
乘坐。

记者采访游客，不少人对景区提
出了更多期待：

——景区建设需加码，业态需进
一步丰富。在乔家大院的规划中，景
区将被打造成一个占地700余亩、拥
有多种业态的旅游综合体。不过，到
目前为止，游客游览的重点还在“四
堂一园”。

景区管理处方面表示，目前，乔
家大院已经任命了新的旅游景区管理
处领导班子，实现管理处与博物馆合
署办公；在整改中，还邀请晋商文化
研究专家等对景区布展，同步开展导
游词完善、晋商文化融合、文化延伸
等方面的工作。

——日常管理需提升。一些游客
提出，乔家大院需要进一步丰富文化内
涵，对工作人员进行规范，提高服务质

量。部分游客反映，部分导游在中堂游
览结束后，就以“院子差不多了”为由，
不再对其他景点进行过多讲解。

景区管理负责人称，已经对导游
人员、清洁人员、保安人员进行了集
中培训，统一了工装、工牌，全部持
证上岗；同时完善了工作制度和绩效
考核制度。

——商业模式需转变。旅游专家
认为，景区未来必须深入挖掘文化内
涵才能支撑客流。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副院长韩一武说：“二十年前乔家大院
的文创产品就是‘犀牛望月镜’等

‘乔家大院三宝’的复制品，到现在还
是这类产品。乔家大院需要转变商业
模式，多在文化产品创意上下功夫。”

记者 王劲玉
（新华社太原8月21日电题）

乔家大院闭馆十天重新开馆：

门票降价景区内大部分商业店铺被拆除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21 日 电（记
者 于佳欣）记者21日从商务部获
悉，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将于10月 19日至20日在山东青岛
举办。目前已有188位境外跨国公
司企业领导人确认参加。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商务部
当日召开的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
会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峰会是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新
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举措。在当
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举
办为跨国公司领导人量身定做的峰
会，彰显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
心，也将为我国扩大开放打造一个
新平台。

他介绍说，此次峰会议题将围
绕跨国公司与中国新时代、跨国公
司与国际经济新秩序、跨国公司与
经营模式创新、跨国公司与地方经

济发展等内容讨论。商务部还将在
峰会上召开以外商投资法落地实施
为主题的闭门会，为进一步细化这
部法律确定的各项制度和配套法
规，听取参会跨国公司的意见。

峰会召开得到全球跨国公司的
积极响应。据山东省副省长任爱荣
介绍，截至目前，已有26个国家和
地区的188位境外跨国公司企业领
导人确认参会，其中有 49 位世界
500强企业高管。中国境内跨国公
司也有53家确认参会。目前还有许
多跨国公司待进一步确认高层参会
人员。

山东在峰会期间还将同期举办
2019新动能·青岛展览洽谈会，展示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规划项目成果
和合作需求，搭建“双招双引”和贸
易合作平台。目前已有410余家境
内外企业报名参展。

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将于10月中旬举办

新华社呼和浩特 8 月 21 日电
（记者 安路蒙）中国核学会21日发
布消息称，截至2019年6月底，中国
大陆在运核电机组47台，装机容量
4873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三。

这是记者2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开幕的中国核学会2019年学
术年会获得的消息。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全国核
电投产约 1900万千瓦、开工760万
千瓦以上，预计2020年装机容量达
到5103万千瓦。

“我国核电自主创新体系不断
完善，核电关键设备和材料国产化

率显著提高，形成以华龙一号、
CAP1400为代表的自主三代核电技
术，同时快堆和高温气冷堆示范
工程进展顺利，小型反应堆研发
和 示 范 工 程 准 备 在 积 极 推 进
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寿君
在会上说。

随着核技术的创新进展，相关
技术应用已在辐照加工、核医学、
公共安全等方面形成一定的产业规
模。“近年来国内核技术应用产业规
模年增长率超20%，年产值达数千
亿元。可以说我国核工业迎来了第
二个春天。”王寿君说。

中国大陆在运核电机组47台
居全球第三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21 日 电（记
者 熊琳 丁静）记者21日从北京
市交通委获悉，国内首条通勤用自
行车专用路自2019年5月31日开通
以来，累计通行量已突破50万辆次。

北京市发改委日前联合多部门
面向社会发布北京“回天三年行动
计划”实施一年来总体情况。北京
市交通委总工程师刘长革介绍，一

年来，北京市交通委坚持绿色优先，
逐步完善覆盖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的慢行系统。

2019 年 5 月 31 日，国内首条通
勤用自行车专用路正式开通，30分
钟内可从昌平回龙观骑行至海淀上
地软件园。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信
息显示，截至目前，自行车专用路累
计通行量已突破50万辆次。

国内首条通勤用自行车专用路
累计通行量破50万辆次

新 华 社 上 海 8 月 21 日 电（记
者 周蕊）记者从上海市总工会获
悉，近日，《中国长三角地区燃气
行业职工专项技能等级标准》 发
布，填补了国内燃气行业技能等级
评价标准的缺失，这也标志着长三
角地区职工技能等级标准统一迈出
了新的一步。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中国长三
角地区职工劳动技能创新立功竞赛
组委会最新联合发布了《中国长三

角地区燃气行业职工专项技能等级
标准》，这一标准为长三角地区的10
多万名燃气行业职工未来的技术等
级晋升提供了可靠的标准和依据。

今年4月，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三省一市总工会携手合作，签署
了《推进中国长三角地区职工劳动
技能创新战略合作协议》，未来还将
举行更多长三角地区的职工劳动技
能创新立功竞赛，更好发挥劳动技
能竞赛育人效果。

长三角加速推出统一的
行业职工技能等级标准

8月21日，在河北任县西固城乡小
东吴村，王壮（右）陪客商在农场查看草
皮品质。

1984 年出生的王壮是河北省张家
口市赤城县人。大学毕业后，王壮了解
到草皮种植行业的商机，萌生了种草皮
创业的想法。2011年，王壮在河北省任
县承包了40亩土地，开始进行草皮试验
性种植。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高温
和虫害曾给王壮种植的草皮带来大面
积毁坏，但他没有放弃。经过技术攻关
和探索学习，王壮逐渐摸清了门道，草
皮的品质不断提升。2016年，王壮成立
了景泰园家庭农场，吸纳附近的村民就
业，走上规模化种植的道路。王壮还通
过研究市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增添草
皮新品种，扩大种植面积。如今，他种
植的草皮面积达 800 亩，销路越来越
好。通过奋斗收获创业的喜悦，让王壮
坚定了扎根乡村的信心。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草里“淘金”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8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
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部
署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
费，确定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
价措施。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

“证照分离”，破解“准入不准营”，这
有利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也是稳就业的有力措施。会议
决定，从12月 1日起，在全国自贸试
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
点，对中央层面设定的全部523项涉
企经营许可事项，推动照后减证和简
化审批。一是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等13项审批。二是将报关企业

注册登记等8项审批改为备案。三是
对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等60项审批实行
告知承诺制。四是对其余442项审批
采取压减材料和时限、延长或取消有
效期、网上办理、取消现场核验等优
化服务措施。五是对上述涉企经营许
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向社会公
开并定期调整。为此，会议决定，在
自贸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相关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决定；对涉及的法律，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调整实
施。会议强调，“证照分离”改革要加
大力度持续推进，对市场主体一视同
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推进便利
化，并加强公正监管、事中事后监
管，寓管理于服务中。成熟经验要及
时向全国推开。

会议指出，以需求为导向发展养

老服务，是应对老龄化、提升老年人
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一要依托社区
发展以居家为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
务，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医、助
行、助洁等便捷服务。新建小区和老
旧小区改造要把养老服务作为重要配
套。二要调动社会力量发展适合老年
人消费的旅游、养生等服务。鼓励企
业研发生产优质适用的老年用品。大
规模培养养老院长、护理员、社工
等。三要支持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建
立保险、福利和救助相衔接的长期照
护保障制度，加大对经济困难高龄、
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补贴。四要加强
养老产品和服务质量监测，严肃查处
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

会议指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
猪肉供应，事关“三农”发展、群众

生活和物价稳定。会议确定，一是综
合施策恢复生猪生产。加快非洲猪瘟
强制扑杀补助发放，采取多种措施加
大对生猪调出大县和养殖场（户）的
支持，引导有效增加生猪存栏量。将
仔猪及冷鲜猪肉运输纳入“绿色通
道”政策范围，降低物流成本。二是
地方要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
禁养、限养规定。对依法划定的禁养
区内关停搬迁的养殖场（户），要安排
用地支持异地重建。三是发展规模养
殖，支持农户养猪。取消生猪生产附
属设施用地15亩上限。四是加强动物
防疫体系建设，提升疫病防控能力。
五是保障猪肉供应。增加地方猪肉储
备。各地要适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
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确保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部署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确定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措施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记者
胡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树
铭21日表示，我国将采取更高级别的
保护、最严格的管制、更全面的修复
举措，加强天然林的保护与修复。

他是2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李树
铭介绍说，我国现有天然林资源29.66
亿亩，占全国森林面积的64%、森林
蓄积的83%以上。天然林是森林资源
的主体和精华，保护好天然林是建设
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

他介绍，我国从1998年开始在部
分地区试点天然林保护工程，自2000
年开始正式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一
期。“20多年来，天然林资源的恢复
增长速度特别快，全国天然林面积净
增4.28亿亩，天然林蓄积净增37.75亿
立方米。”李树铭说，到 2018 年底，
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2.96%。森林蓄
水保土能力显著增强，野生动植物的
生存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在天然林保护工程二期即将结束
之际，中办、国办印发了《天然林保

护修复制度方案》。李树铭说，为了贯
彻落实好方案的部署和要求，将在对
全国所有天然林实行保护的基础上，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
线以及生态区位重要性等指标，确定
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实行分区施
策。加强天然林管护站点、管护网
络、灾害预警体系、护林员队伍和共
管机制建设。

他要求，对纳入保护重点区域的
天然林，禁止生产经营活动。开展抚
育作业的，必须编制作业设计。严管

天然林地占用，严格控制天然林地转
为其他用途。

同时，根据天然林演替和发育阶
段，科学实施修复措施，遏制天然林
分退化，提高天然林质量。逐步使天
然次生林、退化次生林等生态系统恢
复到一定水平。强化天然中幼林抚
育，促进形成地带性顶级群落。加强
生态廊道建设，鼓励在废弃的矿山、
荒山荒地上逐步恢复天然植被。还要
加大天然林保护年度核查力度，建立
天然林资源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天然林保护与修复将进一步加强

这是在亚洲宠物展上拍摄的上海一家特种犬服务公司参展的导盲犬（8
月21日摄）。8月21日，第22届亚洲宠物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
届展会共计5天，汇聚宠物行业1600余家展商、20000余个品牌参展。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第22届亚洲宠物展在上海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