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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据新华社电）

●王岐山将赴俄罗斯出席第22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访
问白俄罗斯

●刘鹤会见出席第四届中美省州长论坛美方主要代表
●中央和国家机关“建功新时代 岗位作贡献”劳模精神宣讲

报告会在京举行
●中央企业2017年在深度贫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项目1500

余个
●人社部：截至2017年末我国就业人员已超过7.7亿人
●交通运输部与四省区联合发布《推进珠江水运绿色发展行动

方案》
●我国培育推广一批节水小麦新品种

年初以来，根河市国税局按照
“以八个新作为打造八个新气象”工
作新要求，常态化开展党性党风党纪
教育，规范组织生活，严肃追究问责，
强化队伍建设，不断激发活力，基层
建设取得新突破。

该局坚持以人为本，将抓好“带
头人”，履行“两个责任”能力作为加
强队伍建设的关键之本，厚植干部成
长根基，营造良好干事氛围。精心培
养、选拔、任用年轻干部，让能力突

出、业务精湛、敢于担当、作风正派的
年轻税干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采取“现代师徒制”，将新考录的公务
员与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一对一结
成师徒，岗对岗形成链条”，将评优选
先、职务晋升、绩效加分等激励措施
运用到各类学习考试中，开展“业务
大比武”和“岗位大练兵”，激发青年
税干比、学、赶、超的斗志，提高综合
素质和业务能力。

该局鼓励基层分局“文化建家”，

干部职工一起合种小菜园，打造温馨
健康的工作生活环境，设立党建活动
室和职工阅读室，添置职工活动器
材，丰富图书种类，建设廉政长廊，开
展演讲比赛，举办道德讲堂，组织公
益活动，在纵深抓好、抓强基层党建
工作的同时，倡导“文化修身”和“文
化党建”，着力构建“人本化、特色化、
多样化”的文化格局，推动“文化润
税”和“文化兴税”。

(王冠勇 辛玉娟)

根河市国税局以人为本 推动文化兴税

●不慎将薛晶与内蒙古兴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网签
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丢失1份，合同编号：YS（2011）00074540，房屋代
码：576503，声明作废。

●不慎将王淑霞的《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1501000111025682）
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李潇璐的身份证（证号：150104198701161182）丢失，声
明作废。

●中国银行新华支行云雅清2017年2月4日不慎将个人名章丢失，
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科右前旗国税局以减负帮扶为
载体，以“互联网+”为依托，以升级
服务为触点，坚持创新驱动、产业培
育主脉搏，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该局推进重大项目涉税需求扁
平化管理，推出了涉税诉求快速响
应、风险内控深度解读辅导套餐，进
一步加大了征管资源整合和优化服
务力度，不折不扣的落实国家减税

政策，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享受到减
税“福利”和服务“红包”，全面激发
企业内生动力。结合“最多跑一次”
政策要求，致力于让纳税人享受高
效优质服务，全面实现“在线咨询、
网上办理、快递送达”的“零上门”办
理和“二维码一次告知”的“零障碍”
查询。

（黄珊）

科右前旗国税局
厚植税收服务优势营造优质营商环境

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分行配合二连浩特海关
实现移动支付缴税功能

近日，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分行配合二连浩特海关推
动旅检现场实现移动支付缴税功能，实现当地首笔扫码
缴税。

为配合二连浩特海关综合保障科落实其总署关于
旅检口岸进出境物品缴税移动支付“全覆盖”的要求，内
蒙古二连浩特市分行营业部在知晓客户诉求后立即向
市分行领导汇报，市分行领导高度重视并立即进行高层
对接，在第一时间组织市分行银行卡中心疏通业务流
程，为二连浩特海关旅检现场上门安装集扫码和刷卡功

能为一体的移动支付POS机，当日，二连浩特铁路旅检
即现场通过移动POS机扫码支付，成功缴纳税款两笔，
税款总额690元。

此次移动支付缴税服务的成功落地，是内蒙古二连
浩特市分行上下联通、部门联动和多方配合的结果，不仅
为二连浩特海关旅检实现了现场缴税方式多样化，得到
了二连浩特海关对该行服务的充分肯定，也进一步密切
了双方的业务合作关系，为今后的业务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张桐 谢慧君）

糖尿病健康教育
中国医学基金会糖尿病公益宣传项目主办

口服降糖药长期服用失效怎么办？
患者问：我在 10年前被诊断为 2

型糖尿病，当时医生给我开的二甲双
胍，服用半年后就无效了。后来我又服
用过达美康、糖克利，血糖控制还稳
定。今年，我服用这些药物效果又比较
差了，空腹血糖8.2～9.6mmol/L，餐后
血糖15～20mmol/L之间，医生又建议
我口服糖适平加用拜糖苹，效果还是不
好，空腹血糖仍在8mmol/L左右，餐后
血糖14mmol/L以上，同时下肢疼痛发
凉，有时还会出现心慌、手抖，体力大不
如前。我身高1.75米，体重51公斤，比
3年前瘦了近10公斤。请问王教授，我
应该如何调整治疗方案？

王执礼教授（北京市朝阳糖尿病
医院院长）答：你口服降糖药效果不佳
的原因可能属于药物的继发性失效，
这是2型糖尿病人治疗过程中较为常
见的现象之一。磺脲类口服降糖药
是治疗2型糖尿病的主要药物，你口
服的达美康、糖克利都是磺脲类降糖
药。在临床应用中，常常看到一些病
人使用一段时间后效果就远不如以
前，有的病人甚至认为是药物剂量太
小，自行加大剂量，结果不仅血糖未
能控制好，反而出现明显的不良反
应。引起磺脲类药物继发性失效的
主要原因有:1.胰岛B细胞对磺脲类
药物的敏感性下降。因磺脲类药物
的降糖机制主要是通过对胰岛B细
胞的直接刺激促进其分泌胰岛素，长
期用药的病人，B细胞对磺脲类药物
的敏感性会逐渐降低，直至大剂量的
磺脲类药物也无法使胰岛B细胞分
泌胰岛素。2.胰岛B细胞功能进一步
损伤。磺脲类药物可使胰岛B细胞

长期超负荷地分泌胰岛素，以满足
机体代谢的需要和维持血糖的稳
定。随着疗程的延长，B细胞受损程
度会逐渐加重甚至衰竭，再怎么刺
激也不能进一步促进其胰岛素的分
泌。3.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和
胰岛素分泌不足是2型糖尿病发病
的两个基本环节。有的病人胰岛素
抵抗可随病程进一步加重，在这种
情况下，即使磺脲类药物能促进胰
岛素的大量分泌，也不能有效控制
血糖。

你的治疗方案应做如下调整:首
先，做一次专业的、系统的全面检查，
其目的在于对你的胰岛功能状态及
其他脏器组织受损害的状况做一次
科学的、全面的评估，以便根据检查
结果，制定出针对你个人特点的个体
化治疗方案。不仅要检查胰岛B细
胞的功能，还要检查胰岛A细胞的功
能，这样才能避免片面性。其次，建
议你采用“保护胰岛细胞的综合疗
法”。2型糖尿病治疗的基本原则在
于有效保护和修复受损伤的胰岛细
胞，使之不同程度的恢复功能，使人
体内胰岛B细胞分泌出更多的、高质
量的内源性胰岛素，从而减轻高血糖
毒性对全身血管和脏器组织的损害，
从而阻断并发症的发生发展。糖尿
病的治疗，不仅要看近期效果，更要
看长期效果。靠多种口服降糖药的
联合应用，虽然有的也能将血糖控制
在达标范围，但这样的疗法，不能有
效保护受损伤的胰岛细胞，甚至对某
些病人来讲还可因为药物的毒副作
用，造成对肝肾功能及其他脏器组织

的进一步损害。再次，你口服了10年
磺脲类降糖药，且已出现继发性失效和
一些并发症，我建议你使用“保护胰岛
细胞综合疗法”，同时采取饮食、运动等
措施，增强治疗效果。

典型病例：张某，男，35岁，消瘦，
身高1.80米，体重63公斤。2017年7
月因糖尿病在当地治疗效果不佳入住
我院。患者病程6年，入院前采用二甲
双胍、诺和龙、拜糖苹3种降糖药联合
治疗，血糖控制不理想。空腹血糖
10.3mmol/L，餐后血糖18.7mmol/L，
平均血浆血糖值16mmol/L，糖化血红
蛋白8.6％。胰岛素释放试验提示:胰
岛素分泌不足；甘油三酯8.23mmol/L，
提示高脂血症；肝功能检查:谷丙转氨
酶213单位，提示肝功能受损；心电图
提示下壁心肌缺血。诊断:2型糖尿病，
糖尿病心肌病变，血脂异常，高尿酸血
症。采取糖尿病健康教育，指导其科学
饮食和运动，增加体重，采取“保护胰岛
细胞综合疗法”控制病情，并采取个体
化的治疗方案，改善心肌供血和肝功
能，积极治疗并发症。患者住院21天，
体重增加4公斤。住院后停用一切口
服降糖药，胰岛素全天剂量由16u逐渐
减量至全部停用，且未用任何口服降糖
药，仅靠科学饮食和运动即将血糖控制
在理想范围，全天平均血糖5.8mmol/
L，复查心电图无心肌供血不足迹象。
甘油三酯由8.23mmol/L降到正常范
围，肝功能谷丙转氨酶25单位，自觉体
力改善，精力充沛。

□新华社记者 周科 刘宏宇

全球招才引智、设立诺奖实验室、发力
中外合办高校、打造大科学装置群……系
列举措让深圳再度成为瞩目的焦点。

从学习到创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
深圳迅速崛起，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节点
城市，但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不足，也成了
制约“巨人”成长的“阿喀琉斯之踵”。

站立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深
圳不断发起“原点冲击”，全力打造科研新
起点、技术新起点、产业新起点。

全球“寻人之旅”夯实创新根本
我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3.0T高场

超导磁共振成像仪，诞生于深圳南山区一
所面积2000余平方米的实验室。

这是深圳引进的第一所诺奖实验室，
以2003年诺贝尔奖医学奖获得者、磁共振
成像技术之父——保罗·劳特伯命名成立。

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核心竞争力。
作为创新之都的深圳，最缺的是“金字

塔尖”的技术和产业。为此，深圳开启全球
范围的“寻人之旅”。

深圳，不断向全球伸出橄榄枝，加大海
外引才力度。

保罗·劳特伯之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中村修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里耶·瓦
谢尔来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
尔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里·马
歇尔也来了。截至目前，已有近10家诺奖
得主科研机构在深圳陆续挂牌成立。

每一个顶尖学者背后，都是一个团
队。深圳举措频频，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
尖端人才纷纷汇聚深圳。

截至2018年3月，深圳累计确认“孔
雀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3264人，外籍人
才1.6万在深圳工作，累计14名外国专家
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外专项目，占广东省

的50%。
深圳，也积极在科技资源高地搭建交

流平台。
在美国，在欧洲，在以色列，深圳都在

布局海外创新孵化器。2017年5月，深圳
市美国旧金山海外创新中心、英国伦敦海
外创新中心、法国伊夫林海外创新中心等
首批7家深圳市海外创新中心正式授牌。

“未来，深圳还将建设更多海外创新中
心，努力在全球范围集聚配置创新资源，在
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合作竞争。”深圳
科创委政策法规处处长潘伟旗说。

格拉布斯实验室负责人张绪穆说：“深
圳，不仅有强大供应链和工厂支持，还有越
来越厚重的知识沉淀。”

“人才效应”与市场协同作用，近年苹
果、微软、高通、英特尔、三星等跨国公司纷
纷在深圳设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和
科技服务机构。

“国际尖端人才，可以补深圳源头
创新之短板，夯实创新之根本。”深圳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

建设大科学装置工程 寻求0到1
的突破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大学城，位于
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南部的一块空
地虚席以待，这里未来将建设E级超级计
算机。

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潮流和趋
势，深圳上马了一批大科学装置工程。

“‘十三五’期间，深圳计划投资40亿

元，打造E级计算机。”国家超级计算深圳
中心主任刘明伟说，E级计算机将使中心
的计算能力提升1000倍，每秒可进行百亿
亿次数学运算。

刘明伟介绍，E级计算机将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重要的大型科学装置，为湾区基
础科学研究、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
供强有力支持，同时也为大湾区的科技创
新提供有力支撑。

“新一轮科技周期需要大工程的支
撑。”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胡伟武说。

随着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大亚湾
中微子实验室和国家基因库的建成使用，
深圳的基础研究能力有了很大突破。

深圳夯实基础的努力不止于此。
2014年前后，深圳掀起了一轮合作办学的
高潮。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设立分校，从
2014年起正式招生，短短两年多时间，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就发展成在校人数达
2000人的现代化大学。

一个学院保守估计投入要几亿、上十亿
元。目前，深圳已有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天津大学——佐
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等十余所高等院校。

“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可能没有即
期产出、效用，但那将是我们前进的基点。”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说，前沿科学实现0
到1的突破就是因为有大平台，只有大平
台才能真正诞生大科学。

新型研发机构 激发前所未有的活力
从艰难的起步创建，到立于全球超材

料技术领域前沿，2010年成立的光启高等
理工研究院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与此同
时，其所属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迅速
发展成为深圳科技领域的“独角兽”企业。

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说，
光启的成功离不开其作为“新型科研机构”
所取得的突破，它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
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有效地缝合了经济、科
技“两张皮”，构建了全新的产业链条。

新型科研机构像企非企，似事业非事
业的科研单位，也就是有人形象比喻的“四
不像”。

深圳提出大力夯实基础研究、技术攻
关、成果产业化全过程创新产业链。在企
业与人才、大科学装置、高等院校之间，“四
不像”是重要的连接器。

目前，深圳已有类似科研机构数十家。
作为其中的代表，中科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在源头创新方面成绩斐
然：世界首创超声脑调控方法及验证
系统；首次合成纳米人工红细胞，开发
肿瘤检测诊疗一体的可视化精准医
疗；成功实施亚洲首例多功能神经假
肢手术；研制国际首台柔软材料爬行
机器人……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
书记杨建华认为，产生“聚变效应”的
原因在于，作为新型科研机构，产学研
资“四位一体”创新机制和集聚一流人
才是关键所在。

今年一季度，全社会研发投入达
216.7 亿元，增长 15.1%，占GDP比重
4.16%；新增各级各类创新载体51家，
累计达180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达11230家，占全国总数的8.2%。

改革创新，活力迸发。“随着源头创新
动能的不断增强，深圳站在了新一轮科技
突破的起点上。”深圳市发改委主任聂新
平说。 （新华社深圳5月21日电）

深圳突进源头创新 发起“原点冲击”

5月21日，GA20首架机在进行滑跑演示。当日，由冠一通用飞机公司自主研制
的单发四座固定翼螺旋桨通用飞机GA20首架机在江西南昌顺利总装下线、并完成
滑跑演示。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中国民企自主研制通用飞机GA20首次下线滑跑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记者 史
竞男）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在开展“秋风
2018”专项行动中，将打击“假媒体、假记者
站、假记者”及新闻敲诈行为作为工作重中
之重。各地“扫黄打非”部门加大检查力
度，以查办案件为突破口，严厉打击违法犯
罪的假记者，严厉查处暗中串通的真记者，
严厉整治真假记者团伙作案。

21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布其中5
起典型案件案情——

山东滨州查办“4·15”假冒记者案。今
年4月，滨州市“扫黄打非”部门成功摧毁以
张某为首的假记者犯罪团伙。经查，自
2015年以来，张某假借“某某报滨州部主
任”“某某网记者”等身份，纠集赵某某、吕
某某，组织多人到滨州、德州、潍坊等地以

“采访”为名敲诈相关企业、单位钱财，共作
案60余起，涉案金额300余万元。目前，
公安部门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其中5人
已被批准逮捕。

河北邢台破获王某某等假借记者名义
敲诈勒索案。今年1月，邢台市隆尧县公
安局破获一起假借记者名义敲诈勒索案。
经查，以王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自2010
年以来，搜集并以媒体曝光环境污染、征地
拆迁、行政执法等负面消息为要挟，对一些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实施敲诈勒索。已
查实敲诈勒索案件18起，涉案金额20余
万元，涉及山东、河北等地。目前，王某某
等7人已被批准逮捕。

陕西渭南判决“6·08”新闻敲诈勒索
案。今年3月，临渭区人民法院以田某犯
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
5年，并处罚金5000元。2015年3月以
来，田某为达到敲诈勒索他人钱财的目的，
在手机百度贴吧上搜集负面题材，自称民
生周刊记者，以渭南城区游艺厅等场所存
在赌博行为，声称要新闻曝光并向公安机
关举报为由敲诈勒索，涉案3起，非法获利
73000元。

陕西榆林判决“4·14”真假记者敲诈勒
索案。今年4月，榆林市靖边县人民法院
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决吴某、薛某某、闫某
某、许某某有期徒刑3年至1年不等，并处
罚金20000元至5000元不等。2017年4
月，靖边县公安局接群众报案称，2月以来，
吴某、薛某某、闫某某、许某某等人自称消
费时报社记者进行敲诈勒索。经查，除薛
某某为记者外，吴某、闫某某、许某某均不
是记者。四人先后以订报、拉赞助、不发表
负面报道等方式敲诈勒索贾某某等人4
次，敲诈金额21000元。

陕西咸阳查办“3·08”假记者敲诈勒索
案。2017年3月，吴某等4人持英才网“新
闻采编证”“新闻调查证”到沣西新城公安
协调办公室办公区，声称要调查关于咸阳
市秦都区某村土方车被公安机关扣押一事
并要求公安机关赔偿损失。工作人员发现
4人所持证件并非国家新闻出版部门颁发
的正式记者证，并存在以记者身份索要钱
财情况，于是报请秦都分局刑侦大队展开
侦察。经查，2016年10月至今，犯罪嫌疑
人吴某等8人多次在多地敲诈勒索单位及
个人钱财，共查实案件11件，涉案金额数
十万元。8人已被依法逮捕。目前，案件
在进一步查办中。

“秋风2018”行动中
多地严查一批假记者

敲诈勒索案

□人民日报评论员

“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出发，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重大
部署，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对于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美丽中国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加强法治建
设；到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再到
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
性工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但也
必须清醒地看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还有不
少顽瘴痼疾要治。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解决历史交汇期
的生态环境问题，是时代赋予的重大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不能有任
何的松懈。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就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不
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边生态环境质量仍然很差，
这样人民不会认可，也经不起历史检验。只有突出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我们才能兑现承诺，不负人民，
无愧历史。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
量。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我们的宗旨所在、使命所在、责任所
在。这场污染防治攻坚战，不管有多么艰难，我们都不可犹豫、不
能退缩，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
劲，坚决打好打赢。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就要集中优势兵力，采取更有
效的政策举措。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
重大部署，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建立健全生态文化体系、生
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体
系；全面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倡导绿色生活
方式；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坚决打赢
蓝天保卫战，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落实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把生态环境风险纳
入常态化管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高环境治理水
平，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生态环
境问题开展对策性研究，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 40年来积累的坚实
物质基础，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我们就一定能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为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园，为中华民族赢得
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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