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报告：

三季度全球贸易缩水 中国进出口逆势增长
新华社日内瓦10月21日电（记者 凌馨） 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 2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全球贸
易额同比下滑 5%；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逆势增长，呈现显
著复苏态势。

这份全球贸易季度更新报告显示，全球贸易额继二季
度同比骤降19%之后有所回升，三季度同比下滑5%。报告
预测，四季度全球贸易额将同比下滑 3%，今年全年缩水幅
度将在7%到9%之间。

报告显示，三季度，中国进出口贸易复苏态势明显，出
口额实现同比上涨 10%左右的强劲反弹；进口额也在 7月
和8月企稳，9月同比增长13%。

贸发会议经济学家亚历山德罗·尼奇塔表示，中国三季
度的贸易复苏不仅速度较快，而且范围更广，在医疗物资出
口持续增长的同时，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化工产品等出口
也开始复苏。“中国通过自身良好的贸易表现，大大缓解了
全球贸易的下滑趋势。”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媒体合作分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线召开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媒体

合作分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19日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两
国政府主管部门、中央和地方媒体以及新媒体机构代表40
余人参会。

双方一致认为，在后疫情时代，两国主流媒体应加强团
结协作，全面公正客观报道国际重大事件，反对和抵制虚假
信息和污名化做法，坚定维护国际社会公平正义。双方表
示愿进一步深化新闻合作和人员互访交流，继续办好中俄
品牌媒体活动，加强优秀作品互译互播出版，尽快签署中俄
电视合拍协议，积极推进落实新媒体合作、融合传播项目。

报告显示全球六分之一儿童处于极端贫困
新华社联合国10月20日电（记者 尚绪谦）世界银行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新冠疫情暴
发前，全球平均每六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这份报告名为《货币标准下全球儿童贫困状况预估（更
新版）》，基于2020年春天在149个国家对2017年家庭状况
所做的问卷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共有 3.56亿名
儿童（18岁以下人口）处于日均生活费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不足 1.90美元的极端贫困状态，其中近三分之二生活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报告显示，在脆弱和受战乱影响地区，超过40%的儿童
生活在极端贫困家庭。全球超过70%的儿童极端贫困人口
生活在务农家庭。

报告说，儿童陷入极端贫困的几率是成年人的两倍，在
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儿童脱贫的趋势难以维持。

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全球首堆首次达到临界状态

新华社福州 10月 21日电（记者张华迎） 21日15时09
分，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
福清核电 5号机组首次达到临界状态，标志着机组正式进
入带功率运行状态，向建成投产迈出了重要一步。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核电站
核反应堆临界类似常规火电厂锅炉的点火过程，也如同心
脏起搏。临界后，作为反应堆的“心脏”——堆芯将开始持
续“跳动”，反应堆处于带核平衡运作状态。

经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核查
释放，福清核电 5号机组开始反应堆达临界操作。通过稀
释一回路硼浓度和提升控制棒操作，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
状态。机组临界过程中，福清核电及各参建单位严格按照
技术规程操作，全过程平稳有序，系统运行参数正常。

图为“华龙一号”全球首堆所在地福清核电一景。
新华社发（中核集团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供图）

俄罗斯一架苏-34战机在俄远东地区坠毁
新华社莫斯科10月21日电（记者 鲁金博） 据塔斯社

报道，俄罗斯一架苏-34战机21日在俄远东地区哈巴罗夫
斯克市附近坠毁。

塔斯社援引俄罗斯东部军区消息报道，事故发生时，这
架飞机正在进行训练，飞行员弹射出舱后安全着陆。飞机
坠毁没有对地面设施造成损坏。

俄罗斯东部军区已派出调查小组赶往事故发生地进行
调查。

苏-34是在苏-27基础上改进的战斗轰炸机，采用了
并列双座设计，可执行对地轰炸和空战等多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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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念 抗 美 援 朝 7 0 周 年

黔南州民政局副县级离休干部郭子正 2020年 10月 14
日凌晨3时在都匀逝世，享年91岁。

郭子正，男，汉族，吉林省德惠市人，生于 1929年 4月。
1948 年 12 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 年 12 月参加抗美援朝；
1951年 1月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部；1955年被授
予少尉军衔；1958年下放黑龙江省原 850农场，1959年 11
月调入黔南州人委办，1978年12月到黔南州民政局工作直
至1992年3月离休。

郭子正遗体已于2020年10月16日上午8时30分在都
匀市殡仪馆火化。

抗美援朝老兵郭子正逝世

10月21日，金秋时节，有着运河古城、江北水乡美誉的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2万余亩水稻，进入成熟收获期，田
野一片金黄，稻农开始忙碌收割水稻，呈现出美丽的田园风光。

图为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镇田野一片金黄。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万亩水稻正飘香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月 2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进一步抓好财政资金直达
机制落实，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效能；决定全面推行证明
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以改革更大便利企业
和群众办事创业。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有关部门和地方认
真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推动规模性纾困政策迅速落地，
成效不断显现。截至9月底，今年新增2万亿元财政资金中，
应下达地方的 1.7万亿元，已有 1.57万亿元下达到市县使用
单位，有效补充地方财力保证了减税降费到位，有力支撑了
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基本民生，支持了重大项目建设
和脱贫攻坚，保障了基层正常运转。前三季度新增减税降费
超过2万亿元。实施规模性纾困政策和直达机制，保住了上
亿市场主体，支撑了近 900万人城镇新增就业，为经济稳定
恢复发挥了关键作用。下一步，要围绕完成全年发展主要目

标任务，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有效性，继续抓好直达机制落
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要总结今年做法，研究建立常
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以改革的办法提高财政资金效
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是扩大直达资金范围，
对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具备条
件的专项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一般
性转移支付，可纳入直达机制，基本实现中央财政民生补助
资金全覆盖，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等及时足额兑现，
更好支持保基层运转。二是完善直达资金管理。合理提前
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各地要强化责任，增强资金分配使用科
学性、规范性、有效性。三是完善监管，加快推进部门间数据
开放共享，强化对直达资金的全过程监控，严防“浑水摸鱼”，
确保用好资金。

会议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前期试点基础
上，在各地区、各部门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

事项告知承诺制，既能利企便民、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又能促进诚信社会建设，是破立并举、有利长
远的重要改革举措。会议决定，一是按照“减证便民”要
求，对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相关、依申请办理的高频事
项或获取难度较大的证明，特别是在户籍管理、市场主体
准营、社会保险等方面，抓紧推行告知承诺制。涉及公共
安全、生态保护、人身健康等事项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实
行告知承诺制的事项目录要向社会公布。二是明确适用对
象。申请人不愿或无法承诺的，应按规定提交证明或办理
许可。对有较严重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
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三是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申请人要对承诺负责。对承诺不实的要依法终止办
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予以行政处罚，并纳
入信用记录，实施失信惩戒。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进一步抓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落实 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效能

决定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 以改革更大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记者 罗沙） 国防法修订草
案、长江保护法草案二审稿、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
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野生动物
保护法修订草案21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公开征求社会公众
意见。征求意见截至今年11月19日。

近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了这些法律草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确立“告知——同意”
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一系列规则，明确国家机关对个人信
息的保护义务，全面加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野生动物保
护法修订草案加强对野生动物的分级分类管理和保护，革除
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拟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
龄作个别下调，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加大对有关金融
犯罪惩治力度，修改补充了冒名顶替等方面的犯罪规定。行
政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适当调整了行政处罚种类，对行政
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作出相应规定，明确下放行政处罚权
的条件和情形，完善了行政处罚程序等。长江保护法草案二
审稿充实长江流域规划体系的规定，严格保护长江干流和重
要支流源头，完善长江禁渔内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

公众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www.npc.gov.cn）提出意
见，也可以将意见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等多部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记者 杨雅雯） 志愿军战士
们匍匐在雪地里，保持着战斗冲锋的姿态，身上落满积雪
——在“长津湖战役”的实景前，中部战区空军某部一连政
治指导员王海杰正在为战士们讲解这场战役背后的故事。

21日，来自驻京各大单位的 1000余名官兵，在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主题
展览”。

“对战士们来说是一场生动的教学。”王海杰说，展览
采用了丰富的历史文物、翔实的文献资料、新颖的展陈手
段，是战士们学习抗美援朝精神，培塑战争观、使命感和
自信心最好的“课堂”。

来自海军装备部的袁帅对展品中的武器装备格外留
心。“通过看志愿军使用的武器装备和缴获的美军装备，
可以直观地对比出敌我双方的力量差距。”袁帅说，“我们
要为一线部队提供更好用、更管用的武器装备，为打赢复

兴崛起过程中的任何一场正义战争提供坚实的保障。”
展览中，一面下绣美国鹰徽、上绘小北极熊的旗帜给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政治委员艾红留下了深刻印
象。

这面旗是美军第7师第31团的，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
役中被志愿军27军缴获。“志愿军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造就了一个个以弱胜强的战例。”艾红说。

“抗美援朝精神和抗疫精神有共通之处。志愿军能打
赢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我们能打赢疫情防控战，都是凭
借爱国主义精神。”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解放军总
医院卫勤部医疗管理处处长吴晓松说。

来参观展览的前一天，火箭军机关干部杨宁所在单位
刚刚特邀专家进行了一场关于抗美援朝精神的授课。杨宁
说：“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们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
就是做好精神传人，把抗美援朝精神作为鼓励我们前进的
动力，书写强军兴军新辉煌。”

驻京官兵代表参观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

从2015年开始，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的
赤岭路社区建立“暖心厨房”，向社区65岁以上体弱多病、孤
寡或空巢老年人开放。社区根据老年人自身情况，提供无偿
或者低偿用餐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送餐上门服
务。

图为10月21日，老人们在“暖心厨房”排队取饭。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刘红霞 刘文昕） 审计署21
日发布第二季度审计结果公告，指出一些地区存在应减免
未减免费用、违规收费、转嫁费用等问题，涉及金额1475.15
万元。

本次审计抽查了 1140个单位、2800个项目，涉及资金
3317.99 亿元，还对以往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检
查。整体来看，有关地区和部门不断采取措施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积极为企业减负，取得一定成效。

与此同时，审计发现，在落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
小企业生产经营政策中，3个省份的 10家单位应减免未减
免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共计 221.39万元；6个省份
的17家单位违规收取应免收的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等2项行政
事业性收费，将应由财政承担的评审、系统维护、检测等费
用转嫁给企业承担，共计426.25万元。

审计署：一些地区存在应减免未减免违规收费等问题

新华社贵阳 10 月 21 日电（记者 向定杰） 今年 56岁的
贵阳市民杨贵敏，经营服装店20多年。由于经营地点不停更
换，她多次在工商部门变更营业执照。对她来说，以前每换一
次执照都是一次煎熬。

“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跑，没有两个月换不下来。有时
候来回跑了几趟，还说缺这个缺那个。”杨贵敏说，花钱是小
事，最怕耽误经营时间。

而如今，同样是变更营业执照，办理时间却缩短了很多。
变化的产生，得益于贵州统筹推进“一云一网一平台”建设，促
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通过“云上贵州一
朵云”“政务服务一张网”“智能工作一平台”，推进政府数据跨
层级、跨系统、跨业务互联互通，逐步消除各单位之间的“信息
孤岛”和“数据烟囱”。

群众办事常遇到不知去哪里办、怎么办，或是要跑多个部
门、跑许多趟的问题。现在，打开贵州政务服务网，几乎所有
事项都能找到办理需要的材料和流程。同时，各个部门汇聚
线上共同办公，群众跑腿次数也有效减少。

数据显示，目前贵州政务服务网已经实现省市县乡村五
级全覆盖，6.6万个行政权力事项、25.9万个公共服务事项集
中在网上公布办事指南、统一提供服务，每天网页访问量达
30余万次，日办件量9.2万余件。贵州省政务服务中心表示，
到今年底，贵州将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企业设立登记
时间压缩至2个工作日。

此外，为让群众办事更方便，企业少花时间“跑手续”，当
下贵州正持续打造“一网通办”升级版。下一步，贵州政务服
务网还将与不动产登记等重要业务系统实现数据共享、业务
协同。

贵州建“一云一网一平台”
促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新华社广州10月21日电（记者 毛一竹） 广东省纪委
监委 21日对外通报，湛江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
光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通报，陈光祥，1963 年 11 月出生，广东徐闻人，
曾任湛江市遂溪县副县长、湛江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
长、湛江市廉江市市长及市委书记等职务。

广东湛江市委常委陈光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