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NEWS2019年12月3日 星期二
统筹：胡田野 美编：杨卫萍 校对：陈希A02

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日下午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视频连线，共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
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仪式。
习近平通过视频和正在索契的

普京互致问候。
习近平对管道投产通气表示

热烈祝贺，向两国广大建设者致以
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东线天然
气管道是中俄能源合作的标志性
项目，也是双方深度融通、合作共
赢的典范。2014年，我同普京总统
见证了双方签署项目合作文件。5
年多来，两国参建单位密切协作，
广大工程建设者爬冰卧雪、战天斗
地，高水平、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向世界展现了大国工匠的精湛技
艺，展示了中俄合作的丰硕成果。
投产通气既是重要阶段性成果，更
是新的合作起点。双方要打造平
安管道、绿色管道、发展管道、友谊

管道，全力保证管道建设和投运安
全可靠，促进管道沿线地区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建交
70周年，我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发
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一致决定继续将发展中俄关系
作为各自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
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和各领域合作。
当前，中俄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
关键时期，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
希望双方再接再厉，打造更多像东
线天然气管道这样的拳头项目，为
两国各自发展加油助力，更好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普京表示，在俄中两国隆重庆
祝建交70周年之际，俄中东线天然
气管道投产通气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将使两国战略协作达到新的高
度。2014年我和习近平主席共同
见证该项目合作文件签署以来，双
方团队在极端天气下辛勤工作，如

期完成了建设，未来30年里俄方将
向中方供应 1万亿立方米天然气，
这将有助于落实我和习近平主席达
成的在 2024年将俄中双边贸易额
提升至 2000亿美元的共识。俄方
愿与中方共同努力，确保这一标志
性战略合作项目顺利实施。

中俄代表分别在黑河、阿塔曼
斯卡亚和恰扬金3个管道沿线站发
言，向两国元首汇报：俄方已准备好
向中方供气、中方已准备好接气。

普京下达指令“供气！”
习近平下达指令“接气！”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上

述活动。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起自俄罗

斯东西伯利亚，由布拉戈维申斯克
进入我国黑龙江省黑河。俄罗斯境
内管道全长约 3000公里，我国境内
段新建管道 3371公里，利用已建管
道1740公里。

新华社电 2日下午，来自
俄罗斯的天然气通过中俄东
线天然气管道正式进入中国。

2014年 5月 21日，中俄
在上海签署两国政府东线天
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中俄
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两份能源
领域重要合作文件。双方商
定，俄罗斯通过中俄天然气
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
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
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从
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终点
是上海市，途经 9个省（区、
市），全长 5111公里。其中，

新建管道 3371公里，利用在
役管道1740公里。

2015年 6月，中俄东线
天然气管道中方项目开始
建设。2019年 10月 16日，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
黑河至长岭段全线贯通，线
路全长 1067公里，实现了与
哈沈、秦沈等在役天然气管
网的联通。

据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北段项目部经理罗志立介
绍，正式供气后，首期每年50
亿立方米，初步计划 2023年
全线投产后，每年供应量为
380亿立方米。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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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9个省（区、市），全长5111公里

新华社电 在全国上下
埋头苦干、万众一心，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战之际，中央宣
传部 2日在北京向全社会宣
传发布朱有勇的先进事迹，
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朱有勇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
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专
家。他始终牢记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积极投身脱贫
攻坚事业，主动来到深度贫
困的“民族直过区”承担扶贫
任务，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
业，改变了当地贫困落后的
面貌。他致力农业科学研

究，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
立足农村实际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创办院士科技扶贫指
导班，为云南少数民族贫困
地区培养了 1000余位科技
致富带头人。他情系“三
农”，扎根边疆，挂钩联系澜
沧拉祜族自治县以来，深入
村村寨寨，跑遍田间地头，与
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
劳动，受到各族群众真心爱
戴和社会各界高度赞扬，被
亲切地称呼为“农民院士”。
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
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

新华社电 澳门特区第
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 2日在
政府总部与特区第五届政府
主要官员和检察长首次集体
亮相，与传媒见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

有关规定，根据澳门特别行
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
的提名，国务院2019年12月
1日任命了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五届政府主要官员和检察
长。他们将于 2019年 12月
20日起履行职责。

新华社电 以“网聚诚
信力量 共创信用中国”为主
题的 2019中国网络诚信大
会 2日在西安召开。中国网
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和阿里巴
巴、腾讯、京东等 31家互联
网企业代表共同启动平台经
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
将着力推动电子商务、分享
经济等平台经济领域诚信建
设规范化、长效化。

当日，人民网、新华网等
16家网站、平台共同签署了

《共同抵制网络谣言承诺书》，
承诺主动发现谣言、坚决遏制
谣言、有效治理谣言、联动辟
除谣言，自觉接受互联网管
理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营
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大会现场还发布了2019
年度中国网络诚信十大新
闻，全国首个互联网司法信
用报告制度推出、全国首例
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纠纷案宣
判、全国网络交易监测平台
上线等新闻上榜。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政府
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
港休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
主基金会”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
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华春莹说，日前，美方不顾中
方坚决反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
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严重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就此表

明坚决态度。针对美方无理行为，
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
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请，同时对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
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
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在
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
府组织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
纠正错误，停止任何插手香港事
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中方将
根据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

动，坚定捍卫香港稳定繁荣，坚定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有记者问：中方为何对美国有
关非政府组织进行制裁？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
明，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
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
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
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
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
制裁，必须付出应有代价。

中宣部授予朱有勇“时代楷模”称号

澳门特区第五届政府
主要官员和检察长首次集体亮相

16家网站、平台承诺共同抵制网络谣言中国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
并制裁支持反中乱港分子的美非政府组织

新华社电“证照分离”改革全
覆盖试点工作培训动员部署电视
电话会议 12月 2日在京召开。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日前就在自由贸易试验区
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是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
场活力的重大举措。近年来，我国
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在全球排名大
幅跃升。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还存在很多不足，即使与参评城市
相比，我国其他城市的营商环境也
有不小差距。必须持续推进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
更大力度推进“放管服”改革，扎实
做好“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扩面工

作，着力推进照后减证和简化审
批，坚决克服“准入不准营”现象，
促进更多新企业开办和发展壮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韩正表示，推进“证照分离”改
革，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基础
性工作。要以改革为抓手，加快转
变政府职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建设法治政府。要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摸清行政许
可事项底数，摸准市场主体办事的
“堵点”和“痛点”，在持续解决问题
中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让市场主
体有更大获得感。

韩正强调，要高质量开展自贸

试验区“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
点，提升改革工作成效。要把握好
全覆盖这个基本要求，建立清单
管理制度，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全部纳入清单管理，明确改革目
标，增加改革透明度，倒逼改革深
化。要把握好“进四扇门”的办
法，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
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
务等方式，从实际出发，分类实
施、稳步推进改革。要把握好实
行告知承诺这个关键，完善相关
法规和行业标准，厘清政府和企
业各自责任，实行依法告知和依
法承诺。要把握好事中事后监管
这个底线要求，完善诚信体系建
设，实施好“黑名单”管理制度，充
分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

李克强就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试点作出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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