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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日前，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以下简称《要点》），部署推进全国
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指出，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
署，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
果公开，加强解读回应，扩大公众参与，
增强公开实效，助力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要点》提出，要以政务公开助力稳
增长。围绕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
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国务院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深入解读，以政策
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推
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各项政策
措施以及执行落实情况信息公开。出
台关于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公共

资源配置领域信息公开的指导意见。
加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中社会
资本参与方式、项目合同和回报机制等
的公开力度。

要以政务公开助力促改革。推进
“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以清单管理推
动减权放权，各类清单都要及时向社会
公开。做好国有产权交易、增资扩股项
目的信息披露和结果公示工作。深入解
读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农民工返
乡创业等政策措施。加大营改增相关政
策措施、操作办法、改革进展及成效的公
开力度。各级政府特别是市县级政府各
部门要在本级政府或财政部门网站设立
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或专栏），集中公
开政府预决算、部门预决算。

要以政务公开助力调结构。在制定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监管政策
时，要通过征求意见、听证座谈、咨询协
商等方式，扩大相关市场主体的参与
度。健全“去产能”公示公告制度，实行

“事前公示、事后公告”。做好质量提升
行动、执法专项行动信息公开，加大对查
处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价格欺诈等行为
的公开力度。

要以政务公开助力惠民生。加大扶
贫政策、扶贫对象、帮扶措施、扶贫成效、
贫困退出、扶贫资金项目安排等信息公
开力度，进一步做好城乡低保、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信息公
开工作。实行环境保护例行新闻发布会
制度，开展城市水环境质量排名工作。
加大国家教育督导评估监测报告发布力
度，推进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公开，推
行卫生计生重大民生决策事项民意调查

制度。公开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处罚
信息，进一步做好药品上市审批和监督
检查信息公开。

要以政务公开助力防风险。制定
金融领域特别是金融市场相关政策时，
在征求意见、对外发布等环节要高度重
视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做到同步联
动，防止脱节。加快建立统一规范、准
确及时的房地产市场信息定期发布机
制。做好重大风险隐患排查信息公开
工作，加大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信息公开
力度。

《要点》强调，要增强政务公开实效，
全面落实“五公开”工作机制，进一步健
全解读回应机制，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
设，依法规范依申请公开工作。《要点》还
明确了抓好政务公开任务落实的有关措
施。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全面落实“五公开”工作机制

恐怖主义阴影仍笼罩欧洲
布鲁塞尔纪念机场恐袭遇难者一

周年的笛声刚落，英国议会大厦墙外枪
声骤响。恐袭阴影越过英吉利海峡，从
欧洲大陆蔓延到即将启动“脱欧”的英
伦三岛。

当地时间22日，伦敦市中心议会大
厦附近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目前已造成
包括袭击者在内5人死亡，另有约40人
受伤，成为伦敦自2005年以来遭遇的最
惨重的袭击事件。此次事件中，袭击者
驾车撞人、持刀伤人并试图进入议会大
厦，在英国的政治心脏发起袭击，扩大
影响的意图明显。

近期，欧洲袭击事件频发。一周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法国办事处收
到爆炸包裹，打开邮包的女职员被炸

伤；紧接着，法国首都巴黎奥利机场发
生巡逻军人遇袭事件，一名男子试图抢
走巡逻军人佩枪被击毙；还有德国挫败
商场恐袭图谋……一次次拉紧欧洲紧
绷的神经。

自2015年法国连环恐怖袭击之后，
欧洲主要城市安全形势压力不断上升，
欧洲大陆屡屡发生袭击事件，恐怖主义阴
影一直笼罩欧洲。虽有着英吉利海峡天
然屏障、又即将正式启动“脱欧”程序的英
国，其实难以独善其身。而今，在欧洲大
陆纪念恐袭遇难者的时候，海峡对岸却
又添亡魂，再次印证了恐怖主义和暴力
的幽灵远未消亡，而且不受“物理隔绝”，
无处不在。

这些年来，英国安全形势虽然表面

上较为平静，但实际上，英国从2014年
8月起就已经将本国面临的国际恐怖主
义威胁等级从“较严重”提高到第二高
的“严重”，并保持至今。当时还是内政
大臣的特雷莎·梅表示，恐怖威胁等级
的提高与叙利亚、伊拉克局势有关，这
两国境内的恐怖组织正策划针对西方
的恐怖袭击，有些恐怖袭击活动很可能
会招募来自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外
籍“战士”参与实施。

要铲除恐怖主义，避免新的悲剧重演，
就必须认识到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当今
世界充满矛盾，地区冲突频发，全球性挑
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
这些都可能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就欧洲而言，恐怖和极端主义发展

壮大与西方国家多年来实施的对外干
涉政策难脱干系：伊拉克战争、利比亚
战争、叙利亚战乱……中东地区难有片
刻安宁，而今乱象横生，极端主义快速
滋长并向世界各地蔓延，西方不可避免
受到反噬，与中东相邻的欧洲自然警报
长鸣。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公敌。反恐
是各国共同义务，既要治标，更要治本；
既要摒弃双重标准和私心杂念，更要加
强各国团结协作，为各国人民共撑安全
伞，共同维护世界的安全与繁荣。

观察

新华社伦敦3月22日电 英国伦
敦市中心议会大厦附近22日下午发生
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包括1名警察和1
名恐怖分子在内的5人死亡，另有约40
人受伤。

伦敦警察局副局长、反恐部门负责
人马克·罗利在市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已确认这是一起恐怖袭击，有4
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其中包括1名警
察和袭击者，另外两人是遭汽车撞击死
亡。

罗利还说：“我们现在相信只有一
名袭击者。”

据当地媒体报道，袭击发生在当地
时间下午2时40分左右，袭击者驾驶
一辆汽车从伦敦市中心议会大厦附近
的威斯敏斯特大桥由南往北撞向人群，
导致包括 3名警察在内的多人受伤。
汽车驶过大桥在议会大厦附近撞到路
边护栏停下，袭击者下车持刀追赶行人
并试图进入议会大厦，在刺伤一名负责
安保的警察后，袭击者被警方开枪击
毙。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当晚召开相关
紧急委员会会议，商讨具体应对措施。
会后她在首相府外发表声明，严厉谴责

这起恐怖袭击，称这是一起令人厌恶、
极其邪恶的恐怖袭击。

特雷莎·梅在声明中说，英国不会
因为这起袭击调高目前恐怖威胁级别，
仍然维持在五个级别的第二高等级“严
重”级。她说，任何想通过暴力行为击
败英国价值观的企图都“注定会失败”。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目前未收到
中国公民伤亡情况报告。

袭击事件发生后，正举行会议的议
会大厦被封闭，警方封锁附近区域，关
闭了议会大厦旁边的威斯敏斯特地铁
站。警方还发出警告，让人们不要靠近

市中心区域。
另据新华社消息 中国驻英国大

使馆23日确认，一名中国公民在22日
英国议会大厦附近发生的恐怖袭击事
件中受伤。

使馆网站显示，目前使馆已与受伤
中国公民及其家属取得联系，并积极提
供领事协助。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提醒在英中国
公民切实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准
备，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和警方提
醒，尽量避免前往人群集中地区和夜间
独行。

英国议会大厦附近发生恐袭事件
已造成５人死亡，约40人受伤

中国外交部表示

强烈谴责伦敦
恐怖袭击事件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23日说，中方对英
国伦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强
烈谴责，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
恐怖主义威胁和挑战。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当地时间22日下午，英国议会附近
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已造成5人
死亡，40余人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

华春莹说，中方对在英国伦敦发
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向
无辜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
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习近平
主席、李克强总理及王毅外长已分别
就此向英方致慰问电。

“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敌
人。”华春莹说，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
式的恐怖主义，愿同英方在内的国际
社会一道，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恐怖
主义威胁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
全。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国家卫生
计生委日前联合多部门印发《“十三五”
健康老龄化规划》，提出我国今后5年将
推进老年健康促进与教育，健全老年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医疗保障体系建
设，持续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全国共建有
康复医院453所，护理院168所，护理站
65所。2015年接受体检老年人数达1.18
亿。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老
年健康服务的刚性需求将不断释放。国

家卫计委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55亿左右，占总人
口的17.8％左右。

专家表示，尽管老年健康服务机构
数量逐步增长，但适应老年人健康需求
的综合性、连续性服务体系尚未建立，服

务资源呈现分布不均的特点。规划指出
要提高老年医疗服务质量和可及性，推
动基层医疗机构开展老年人医疗、康复、
护理、家庭病床等服务。到2020年，医疗
机构普遍建立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
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

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到202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55亿

3月23日，在韩国珍岛郡附近海域，工作人员进行“岁
月”号沉船打捞作业。韩国22日正式启动打捞“岁月”号沉
船的工作。2014年4月16日，载有476人的“岁月”号客轮
在韩国全罗南道珍岛郡屏风岛以北海域意外进水并沉没，
船上仅172人获救，295人遇难。 据新华社

埃及发生爆炸袭击
致10名军人死亡

新华社开罗3月23日电 埃及军方23日发表声明
说，埃及军队日前在北西奈省遭炸弹袭击，10名军人身亡。

声明说，事发时埃及军队正在北西奈省追捕武装分子，
两枚炸弹在军车经过的路上爆炸，造成10名军人死亡。声
明没有透露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

声明说，埃及军队在交火中击毙15名武装分子并摧毁
两个武装分子的仓库，缴获大量弹药和爆炸装置。

2013年7月埃及军方解除穆尔西总统职务后，极端分
子以西奈半岛为主要基地，频繁发动针对军警目标的袭击，
迄今造成数百人死亡。

阿一安全检查站遭袭
造成9名警察身亡

新华社喀布尔3月23日电 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省警
方证实，该省一处安全检查站当天遭内部人员袭击，造成9
名警察身亡。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官介绍，此事发生在昆都士
省科查伊卡扎克地区，一名地方警察当天早晨枪杀了同事
并逃离现场。袭击者显然是塔利班成员。

目前，塔利班方面尚未对此次袭击发表评论。
过去数年，昆都士省部分地区一直是塔利班武装分子

活跃的地区。

3月22日，意大利众议院举行仪式纪念《罗马条约》签
署60周年。1957年3月25日，当时的联邦德国和法国、意
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政府签署《罗马条约》，成
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据新华社

乌克兰呼吁美国

给予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
新华社基辅3月22日电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22

日通过一项决议，呼吁美国给予乌克兰“非北约主要盟国”
地位，以进一步加强双方军事领域合作。

乌议会网站当日通报，共有232名议员投票支持该决
议，超出通过决议所需的最低票数226票。通报说，如果美
国给予乌“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这将进一步促进两国战
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并有利于美切实履行其《布达佩斯备忘
录》框架内作出的安全承诺。

1994年签订的《布达佩斯备忘录》规定，乌克兰放弃苏
联时代部署的核武器，作为交换，一旦乌克兰面临核武器攻
击威胁，美国、英国和俄罗斯应当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乌
克兰寻求帮助。

美国发生连环枪击案
造成4人死亡

新华社芝加哥3月22日电 美国中部威斯康星州22
日发生连环枪击案，造成包括1名警察在内的4人死亡。
警方当晚宣布威胁已经消除，拘捕了1名涉案嫌疑人。

据当地媒体报道，事件首先发生在马拉松县的一家银
行。警方接警报称银行内发生可能是家庭内部纠纷引发
的枪击，赶到现场时发现已有两人中枪倒地，凶手逃离。
随后，在当地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和一座公寓楼相继发生枪
击。

大批特警紧急包围了事发公寓楼，附近学校等公共场
所也一度被封闭。经过数小时对峙，傍晚时分一阵枪声过
后，当局对外宣布威胁已经消除，已拘捕1名涉案嫌疑人。

当地官员没有透露事件的具体起因和其他细节，表示
仍在全面调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