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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09 年 4

月 20 日在阳朔
县阳朔镇响水桥
路口鱼塘路基捡
拾女性弃婴一名
（ 姓 名 王 春
兰），出生日期
2009 年 4 月 20
日，身体健康，
无随身携带物
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与阳朔县民政局联系，联系
电话： 0773-8822658 ，联系地址：
阳朔县民政局。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
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阳朔县民政局
2017 年 5 月 22 日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金由 600 万元人民币减少到 60
万元人民币，原债权债务关系不变。特
此公告！

桂林市鑫靖添盛商贸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 19 日

减资公告

（上接第一版）《海域、无居民海岛有偿使
用的意见》、《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试点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的报告》。会议
审议了《关于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
三次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情况的报告》、
《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情况汇报》、
《关于科技领域重点改革工作情况汇报》、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情况汇
报》、《关于足球领域重点改革工作情况汇
报》。

会议指出，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要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大中小幼一体
化德育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发展、
创新性思维、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统
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
障机制改革，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
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更能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会议强调，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
录，是落实党中央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要
坚持对外开放，适应国际通行规则，按照负
面清单模式，推进重点领域开放，放宽外资
准入，提高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
对外开放水平，取消内外资一致的限制性措
施，保持鼓励类政策总体稳定。

会议指出，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要
围绕体制机制建设，突出问题导向，落实企
业责任，严格依法执纪，补足制度短板，加
强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合规制度建设，逐步形
成权责明确、放管结合、规范有序、风险控
制有力的监管体制机制，更好服务对外开放
大局。

会议强调，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
预警长效机制，要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
制度，坚持定期评估和实时监测相结合、设
施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从严管制和有效
激励相结合、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相结合，
系统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有效规范
空间开发秩序，合理控制空间开发强度，促
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将各
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会议指出，环境监测是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保护的重要基础。要把依法监测、科学
监测、诚信监测放在重要位置，采取最规范
的科学方法、最严格的质控手段、最严厉的
惩戒措施，深化环境监测改革，建立环境监
测数据弄虚作假防范和惩治机制，确保环境
监测数据全面、准确、客观、真实。

会议强调，推进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
统建设，要立足现有信息资源，在符合法律
法规前提下，合理确定系统归集的个人收入
和财产信息范围，建立健全标准规范和管理
制度，实行信息分级分类管理和全程可溯安
全机制，强化安全技术保护，推动个人信息
法律保护，确保信息安全和规范应用。

会议指出，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开展
跨地区环保机构试点，要围绕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解决突出大气环境问题，理顺整
合大气环境管理职责，探索建立跨地区环
保机构，深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联防
联控协作机制，实现统一规划、统一标
准、统一环评、统一监测、统一执法，推
动形成区域环境治理新格局。

会议强调，海域、无居民海岛是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
生态保护优先和资源合理利用为导向，对
需要严格保护的海域、无居民海岛，严禁
开发利用。对可开发利用的海域、无居民
海岛，要通过提高用海用岛生态门槛，完
善市场化配置方式，加强有偿使用监管等
措施，建立符合海域、无居民海岛资源价
值规律的有偿使用制度。

会议指出，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从 2015 年 7 月起在北京
等 13 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提起公益
诉讼试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
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等领域，办理了一大批公益诉讼案
件，积累了丰富的案件样本，制度设计得
到充分检验，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
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在总结试点
工作的基础上，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提供法律保障。

会议强调，改革牵头部门开展改革情
况自查、报告改革进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一项重要工作。按照党中央部署，有关部
门在教育、科技、医药卫生以及足球领域
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关键环节多点突
破，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下一步要巩
固改革成果，总结工作经验，挖掘改革潜
力，拧紧责任螺丝，补齐制度短板，放大
改革效应。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
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
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完善工作机制，压实主体责任，关
键环节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上阵，推动改革
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各级主要
负责同志要担负起领导责任，驰而不息把
改革推向前进。

会议指出，要加强改革试点工作统
筹，分析各个改革试点内在联系，合理把
握改革试点工作节奏。对具有基础性、支
撑性的重大制度改革试点，要争取早日形
成制度成果。对关联度高、互为条件的改
革试点，要统筹协调推进。对领域相近、
功能互补的改革试点，可以开展综合配套
试点，推动系统集成。对任务进展缓慢、
到期没有完成的改革试点，要提前预警、
督促落实。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出
席，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
席会议。

综合新华社 5 月 23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3 日就英国曼彻斯特市发生爆炸
事件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慰问电，
对无辜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伤者和
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指
出，在这一艰难时刻，中国人民同英国人
民坚定站在一起。

２２日晚在曼彻斯特体育馆发生一起
自杀式爆炸袭击，英国曼彻斯特警方２３
日说，尚不清楚这名袭击者是否有同伙。
目前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２２人，
另有至少５９人受伤。

曼城警方发言人伊恩·霍普金斯说，
袭击者是一名男性，他在美国女歌手阿里
安娜·格兰德演唱会即将结束时引爆自己
身上的爆炸装置，时间为２２日２２时３０
分左右。死伤者中包括儿童。６０多辆救
护车和多家医院投入救援。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和驻曼彻斯特总领
馆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启动领保应急机制，
多方了解情况，截至目前尚未发现有中国
公民伤亡。

警方没有透露袭击者是否为英国人。
警方声明说，调查“进展迅速”，已部署

４００多名警力进行调查和巡逻，将与国
家反恐和情报机构密切合作，以获取更
多关于袭击者的信息。

现场目击者上传到推特的视频显
示，爆炸发生后，现场一片慌乱，一些
家长疯狂呼唤寻找自己的孩子。一些人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寻找失联亲人。

爆炸发生时，埃玛·约翰逊和丈夫
正在体育馆门口等着接两个孩子回家。
当地媒体在报道中援引了对埃玛·约翰
逊的采访音频。“我们站在楼梯上，突
然玻璃震裂，”她说，“整栋建筑都在

摇晃，然后听到一声爆炸，看见火
苗。”

英国各政党２３日暂停大选造势活
动。首相特雷莎·梅２３日将召开紧急会
议。

目前，英国恐袭威胁级别维持在第
二高等级“严重”级。

遭遇袭击的曼彻斯特体育馆位于市
中心北侧，据体育馆网站介绍，能够容
纳２.１万人，是英国座位数量最多的室
内体育馆，也是欧洲最大的室内体育馆
之一。

新华社南宁 5 月 23 日电（记者覃星星）记者从广西壮族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在国家今年下达广西开工建
设 8 万套棚户区改造、基本建成 7 万套保障住房、分配入住
5 . 16 万套公租房的目标任务基础上，广西新增了 4 万套棚户
区改造任务。

棚户区改造既能保障和改善民生，又是扩大有效投资、稳
定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十二五”期间，广西累计开工建设
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 117 . 65 万套，累计基本建
成 60 . 77 万套，解决了约 400 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众的居
住问题，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覆盖面从 8% 提高到 25% 。

为不折不扣完成这项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工程，广
西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保障性安居工程巡查机制，确保全面完
成 2017 年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

记者采访了解到，截至目前，今年广西棚户区改造新开工
3 .53 万套，新增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 1168 户。

新华社首尔５月２３日电（记者姚琪琳 耿学鹏）韩国前
总统朴槿惠２３日上午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首次出庭，接受其
有关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等１８项罪名的审理。在当天的庭审
中，朴槿惠方面否认了检方全部指控，坚称无罪。

当地时间上午９时多，押送朴槿惠的车辆抵达首尔中央地
方法院。批捕后首次露面的朴槿惠神情憔悴，素颜出镜的她身
着标有囚号的深蓝色外衣，戴着手铐，在看押人员押送下快步
下车，走进法院。

在看守所和法院外，均有百余名朴槿惠支持者情绪激动，
高喊口号，要求释放朴槿惠。考虑到此次庭审关注度较高，法
院决定将此次庭审对公众开放，允许媒体拍摄庭审开始前画
面，还有数十名韩国民众现场旁听。

当地时间１０时许，朴槿惠案件的审理在首尔中央地方法
院４１７号法庭开庭。该法庭也是前总统卢泰愚和全斗焕曾经出
庭受审的地方。朴槿惠也因此成为继卢泰愚、全斗焕后第三位
以被告人身份出庭受审的韩国前总统。

由于朴槿惠好友崔顺实和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均涉嫌“朴
槿惠案”中有关重要指控，两人当天也同时作为被告出席庭审。

法官宣布开庭后，朴槿惠和崔顺实依次进入被告席，并坐
一排。审判长当庭决定将朴槿惠和崔顺实并案审理。这是“亲
信干政门”丑闻曝光以来，朴槿惠与崔顺实首次同时出现在公
开场合，二人没有眼神交流。朴槿惠进入法庭前被摘掉了手铐。
在审判长问及职务时，神情淡漠的朴槿惠仅仅回答“无业”。

庭审进行了大约３个小时，控辩双方各执一词。检方认为
朴槿惠向亲信崔顺实泄露国家机密、滥用职权，并指责朴槿惠
与崔顺实为一己私利践踏法治精神、共谋利益。

对此，朴槿惠
律师柳荣夏在法庭
上否认检方全部指
控，坚持无罪辩
护。律师结束陈述
后，审判长问及朴
槿惠意见，朴槿惠
仅简单回答“与律
师立场一致”。崔
顺实在庭审上哽咽
称，自己让有４０
多年交情的朴槿惠
站在了法庭上，是
罪人，但同时也极
力否认检方指控。
当天参加庭审的辛
东彬也否认检方指
控，声称无罪。

当天庭审结束
后，法院宣布将于
２５日再次开庭，
朴槿惠还将出席庭
审。舆论分析认
为，考虑到朴槿惠
的最长看押期限为
６个月，预计法院
会加快进度，每周
将至少进行两到三
次审理，争取在今
年１０月前作出一
审判决。

▲ 5 月 23 日拍摄的浮图峪 5 号隧道口的一辆事
故受损车辆。当日 6 时 30 分许，河北张石高速公路
302 公里加 400 米处浮图峪 5 号隧道发生一起车辆
燃爆事故，并引燃前后 5 辆运煤车。

据涞源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经初步勘查，事
故目前造成 12 人死亡， 3 人受重伤， 9 部车辆受
损。同时，事故波及高速桥下 43 户民房， 12 名村
民轻微受伤。 新华社记者朱旭东 摄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强调

认真谋划深入抓好各项改革试点

积极推广成功经验带动面上改革

□沈敏 胡若愚

当地时间２２日晚，英国曼彻斯特一
座正在举行演唱会的体育馆发生爆炸袭
击，至少２２人死亡，５０多人受伤。截至
２３日上午，尚无组织“认领”袭击，但
英国警方已将其作为一起恐怖袭击来处
理，并称实施者“显然”是一名自杀式袭
击者。

如果确证为恐袭，它将是２００５年
“基地”分子制造伦敦公交系统爆炸惨案
以来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当时的
袭击造成５２人遇难，７００多人受伤。今
年３月，伦敦议会大厦附近也发生了“独
狼式”恐怖袭击，造成５人死亡。

在已经大力加强警戒的情况下，英国
为何屡屡成为袭击目标？

【强硬反恐立场“招恨”

本土威胁层出不穷】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高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英国
在反恐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强硬，特雷莎·
梅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和以美国为主的其他
西方国家政府立场一致，都与恐怖极端组
织的立场完全对立。

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利
华说，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近年频频成
为恐怖袭击目标并非偶然。这些国家移民
众多，一些移民及其子女普遍面临就业难
问题，很难融入主流社会，不满情绪长期
积累，容易受极端思想煽动。

据路透社报道，本次袭击发生前，英
国反恐警察已经在以“平均每天逮捕一

人”的效率筛查恐怖活动嫌疑人，但来自
本土的威胁依然层出不穷。

近年在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发生的
恐怖袭击，袭击者多为在欧洲本土出生、
接受外国极端组织“洗脑”和培训后“回
流”到欧洲国家、伺机发动袭击的人员。
这些人也是欧洲各国近年加强监控的对
象。

高健认为，英国的反恐措施“已经是
欧洲国家中目前为止做得最好的”。然
而，曼彻斯特作为英国第二大城市，却早
已被极端组织“盯上”。

２０１５年，一名巴基斯坦籍大学生在
美国法庭受审获罪，他被控与“基地”组
织合谋在曼彻斯特市中心购物中心和纽约

地铁等多处地点发动爆炸袭击。２００９
年，英国警方就因怀疑他参与预谋袭击
曼彻斯特而逮捕他，后来在美国要求下
再行逮捕，并引渡至美国。如今，曼彻
斯特未能逃过一劫。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史志钦教授
说，最新这次爆炸说明英国面对的恐怖
威胁可谓“防不胜防”。高健预测，英
国反恐将会常抓不懈，变成全民防卫的
态势。

【有利保守党选情 政

策只会继续强硬】

英国６月８日将举行“脱欧”公投

后的首次议会选举。史志钦认为，这起
爆炸将引发选民对安全和反恐问题的关
切，有利于特雷莎·梅领导的保守党。

高健也认为，虽然看不出此次袭击
有影响选举的意图，但就实际效果而
言，这确实是特雷莎·梅分散国内注意
力、强化个人执政风格的好机会，有助
于她在此次选举中带领保守党赢得选举
胜利。

高健认为，英国尽管选择了“脱
欧”，在军事和反恐合作上，尤其是借
助北约加强欧洲共同防御问题上，英国
与欧盟其他国家不存在根本分歧。

“保守党竞选纲领中并未太多谈及
国际事务问题，但特雷莎·梅本人的执
政理念和风格决定她对恐怖主义的认识
始终不变，英国政府今后在反恐问题上
不可能有任何松动。”他说。

史志钦则认为，在英国“脱欧”的
背景下，这起恐怖袭击或会导致恶性循
环：一方面坚定英国“脱欧”的决心，
加速“脱欧”进程；另一方面，要警惕
恐怖组织借机生事，制造更大混乱，搅
乱人心。

不过，高健指出，袭击不一定会让
英国的移民政策走向更保守。一方面，
英国当前的移民政策已经相当严苛；另
一方面，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会非常
小心，如果措施过于极端，会引发国内
政治骚乱甚至非常深远的政治灾难，这
会是一种政治冒险。

他认为，多元主义的态度已深入英
国政治文化内核之中，如果采取排外色
彩的极端措施，社会负面效应会非常之
大。

（新华社专特稿）

▲ 5 月 23 日，在英国曼彻斯特，法医人员在发生爆炸的体育馆入口展开调查。

广西今年新增 4 万套

棚户区改造任务

张石高速涞源段浮图峪隧道爆炸事故

已造成 12 人死亡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
首次出庭受审

坚称无罪

英国为何再次成为恐袭目标？

英国曼城体育馆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

至少２２人死亡
习近平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慰问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