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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小企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改善民
生、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在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
展，在财税金融、营商环境、公共
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取得积极成效。同时，随着国际国
内市场环境变化，中小企业面临的
生产成本上升、融资难融资贵、创
新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指导意见》 强调，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
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
中心，按照竞争中性原则，打造
公平便捷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
中小企业活力和发展动力。认真
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纾解中小
企业困难，稳定和增强企业信心
及预期，加大创新支持力度，提
升中小企业专业化发展能力和大
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水平，促进中
小企业健康发展。

《指导意见》 指出，要营造良
好发展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
入，主动服务中小企业，实行公平
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要破解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完善中小企业融资
政策，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支持利
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减轻企业融
资负担，建立分类监管考核机制。
要完善财税支持政策。改进财税对
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减轻中小企
业税费负担，完善政府采购支持中
小企业的政策，充分发挥各类基金
的引导带动作用。要提升创新发展
能力。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切实保
护知识产权，引导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
信息化服务。要改进服务保障工
作。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信用

信息共享，重视培育企业家队伍，
支持对外合作与交流。要强化组织
领导和统筹协调。加强支持和统筹
指导，加强工作督导评估，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

（据央视《新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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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7 日电
（记者刘开雄）7 日，国家外汇管
理局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
示，截至2019年3月末，我国外汇
储备规模为30988亿美元，较2月
末上升86亿美元，升幅为0.3%。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
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说，3 月，受
多重因素影响，美元指数小幅上

升，但金融资产价格也有所上涨，汇
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动等因素综合
作用，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
轩表示，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
衡，市场自发调节能力逐渐增强。外
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一方面得益于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另一方面是我国
金融扩大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

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升至30988亿美元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6日电
（记者周舟） 来自南京大学、厦
门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的科研人
员日前在新一期美国 《科学进
展》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开
发出一种“基因剪刀”工具的新
型载体，可实现基因编辑可控，

在癌症等重大疾病治疗方面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被誉为“基因剪刀”的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能精确定位并切断
DNA（脱氧核糖核酸）上的基因位
点，可以关闭某个基因或引入新的
基因片段,从而达到治病目的。

中国科研人员开发出
新型“基因剪刀”载体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记者
胡浩） 记者 7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了
解到，综合各地旅游部门、通信运
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上报和提供
的数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 （文化
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综合测算，
2019 年清明假日期间国内旅游接
待总人数 1.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10.9%；实现旅游收入 478.9 亿元，
同比增长13.7%。

数据显示，今年清明假日期
间，红色主题类景区在线购票量同
比增长 55.2%。各地历史博物馆、
革命烈士纪念馆、抗战纪念馆等红
色旅游景区纷纷开展清明主题活
动，许多游客前往红色景区，缅怀
革命先烈。

图为 4 月 7 日，乘坐 D6218 次
列车的旅客到达福州火车站。

（新华社发）

清明假期国内
旅游接待总人数

1.12亿人次

新华社法国迪纳尔4月6日电
记者 徐永春 应强

七国集团外长会 6日在法国西
北部城市迪纳尔闭幕。七国外长表
示，将加强在反恐、网络安全、非
洲维和等领域的合作。但在巴以问
题以及与伊朗关系问题上，七国集
团内部仍存在明显分歧，未能达成
实质性共识。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的缺席也令本次外长会蒙上阴影。

分析人士认为，当今国际格局
正在发生改变，七国集团在国际舞
台上日趋式微，其内部凝聚力减
弱，尤其美欧之间龃龉不断更让这
一“小团体”共识难寻。

重大议题共识难

鉴于去年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
因美欧、美加矛盾导致“不欢而

散”的尴尬，本次法国举办的七国
集团外长会避开关税与贸易、气候
变化等分歧巨大的议题，转而侧重
讨论反恐、网络安全、非洲局势、
男女平等等具体问题。

本次外长会后发布的新闻公报
洋洋洒洒近 30 页，内容涵盖国际
秩序、地区冲突、核不扩散和裁
军、反恐和安全以及联合国机构改
革等诸多方面。此外，七国集团外
长还发布三份联合声明，涉及网络
安全、保障妇女权益及非洲地区安
全等问题。然而，有观察人士指
出，这些公报和声明，貌似面面俱
到，但内容大多是老调重弹，缺乏
重点和亮点。

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研究员多
米尼克·莫伊西认为此次会议成果
令人失望，因为各成员国只对部分
技术性或区域性议题达成妥协，而
在重大热点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

莫伊西说，从七国集团的欧洲
成员国来看，法德似乎更有共鸣，
而英国正疲于应对“脱欧”困局，
无暇顾及其他，可见欧洲自身也难
以形成合力。

美欧矛盾添“寒意”

美国国务卿的缺席，成为此次
外长会的一个舆论焦点。代替蓬佩
奥出席会议的是美国常务副国务卿
沙利文。尽管其他各国外长尽力为
蓬佩奥缺席“打圆场”，称美欧关系

“依然牢固”，但媒体普遍认为，蓬佩
奥的缺席反映出美欧关系紧张。

近两年来，美欧多次闹矛盾，
令七国集团内部裂痕不断加深。美
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
都”并搬迁美国驻以使馆，还承认
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这
些举动都遭到法英等国的反对。美

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与应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
还屡屡就贸易问题向欧洲发难，也
让欧洲各国感到难以接受。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七国集团
外长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巴以冲突和对伊朗关系问题
上，七国集团外长存在分歧。”

作为东道国的外长，勒德里昂
没有粉饰之举，而是直接道出了集
团内部的分歧。

勒德里昂还说：“法国、德
国、加拿大和日本外长对多边主义
重要性达成共识，呼吁维护和振兴
多边主义，以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
议题。”而他并未提及美国的立场。

此次外长会 5日开幕当天阴雨
绵绵。虽然勒德里昂引用法国谚语
希 望 会 议 成 为 “ 雨 中 的 幸 福 婚
礼”，但来自大西洋的冷风让与会
者感受到的无疑是阵阵“寒意”。

七国集团外长会：共识少“寒意”浓

据新华社美国圣迭戈4月6日电
记者 高山 谭晶晶

6 日，位于美国西南滨海名城
圣迭戈的圣迭戈动物园大熊猫馆前
排起了长龙，数以千计的美国民众
扶老携幼前来与他们喜爱的大熊猫
说再见。

当日，该动物园为大熊猫母子
“白云”和“小礼物”开启了为期
3 周的“告别派对”，让当地民众
能最后再看看他们喜爱的大熊猫。
之后这对母子就将根据中美双方的
租赁协议踏上返回中国的归乡之
旅。此前，“白云”的伴侣“高
高”已于去年返回中国。

从 1996 年“白云”抵达圣迭
戈时起，大熊猫在过去的 23 年中
已经成为圣迭戈动物园的象征。在
动物园与中方的合作下，受到精心
呵护的“白云”一共产下了 6只幼
崽，成为在海外动物园最高产的大
熊猫妈妈。

“这是个令人悲伤的告别时
刻，但同时也是个令人骄傲的欢庆

时刻。”圣迭戈动物园运营总监埃
丽卡·科勒这样形容工作人员的心
情。她说，悲伤是因为对多年相伴
的大熊猫的不舍；骄傲来自美中两
国大熊猫科研与保育人员共同的努
力，促进了大熊猫繁殖与保护工作
的进展。

来与大熊猫告别的人群中，既
有坐着轮椅的白发老者，也有欢呼
雀跃的天真儿童。

圣迭戈居民玛格丽特·施米茨
带着 3 个孩子一起来和大熊猫告
别。她告诉新华社记者，过去 20
多年间，她和家人经常来看大熊
猫。孩子们和大熊猫一起成长，大
熊猫是他们成长记忆的一部分。如
今“白云”和“小礼物”马上要走
了，一家人都非常不舍，对大熊猫
充满牵挂。她希望有机会能去中国
看看大熊猫的故乡。

圣迭戈是美国西部唯一能看到
大熊猫的城市。美国目前还有 3座
城市的动物园能看到大熊猫，分别
位于首都华盛顿、亚特兰大和孟菲
斯。

一座美国城市与两只大熊猫的告别

4月 6日，在美国圣迭戈动物园，一名游客在“大熊猫友谊墙”上挂
上祝福签。 （新华社发）

新华社日内瓦 4 月 6 日电
（记者刘曲）无论在全球哪个地
方，女性几乎都比男性活得长。世
界卫生组织近期发布的报告显
示，其中主要原因包括两性对待
卫生保健态度不同、男性更可能
死于可预防和可治疗的非传染性
疾病和道路交通事故、男性自杀
死亡率远高于女性等。

世卫组织特别选在 7 日“世
界卫生日”到来之际发布《2019
年世界卫生统计》。该报告首次按
性别分列数据，有助于更好地了
解世界各地人们的健康状况和需
求。报告发现，全球范围内女性预
期寿命均超过男性，在富裕的发
达国家尤其如此。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两性
对待卫生保健的态度不同，在面临
同样疾病时，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少
去求医问药。例如，在艾滋病流行

国家，男性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和相
应治疗的可能性比女性低，死于艾滋
病相关疾病的可能性则高于女性。同
样，男性结核病患者似乎不会像女性
患者那样去积极寻求治疗。

报告显示，在导致死亡的 40个
主要原因中，有 33个会导致男性预
期寿命低于女性。比如，2016 年，一
名 30 岁男性在 70 岁之前死于非传
染性疾病的概率比女性高 44%；
2016 年全球自杀死亡率，男性比女
性高 75%；15 岁以上人口的道路交
通事故死亡率，男性约为女性的两
倍；男性因凶杀案导致的死亡率也
是女性的数倍。

世卫组织官员表示，上述统计
数据表明，目前正迫切需要改善初
级卫生保健服务，以实现非传染性
疾病的有效管理并遏制其他风险
因素，毕竟在某些地区，连控制血
压这种“简单”的事情都无法做到。

世卫报告揭示
男女预期寿命差异原因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4月7日
电（记者吕迎旭 陈文仙） 以色
列定于 9日举行议会选举，将有
40多个政党角逐议会的120个席
位。

观察人士认为，由于以色列
总理内塔尼亚胡面临腐败指控和
强 劲 对 手 ， 选 举 结 果 充 满 悬
念。但鉴于主要党派都在巴以问
题上立场强硬，无论选举结果如
何，巴以局势短期内都难有转
机。

内塔尼亚胡去年 12 月宣布
解散议会，提前举行选举。此后
一段时间，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
支持率遥遥领先。但在今年 2月
底，以色列总检察长曼德尔卜利
特突然宣布对内塔尼亚胡提起贪
腐指控。这是首个在位的以色列
总理遭到指控，给内塔尼亚胡的
竞选前景蒙上阴影。

与此同时，自议会解散以
来，以色列政治版图上的各派力
量迅速分化组合，成立多个新党
派和政党联盟。其中，以色列前
国防军总参谋长本尼·甘茨等人
组建的蓝白党成为此次大选中的

“黑马”，对内塔尼亚胡构成很大威
胁。

不过，以色列舆论和民众普遍
认为，即使蓝白党获得更多席位，
内塔尼亚胡最终获得组阁权、从而
连任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巴以和谈自2014年4月中断后
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近年来，不管
在国际上还是在中东地区，巴以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边缘化。以
色列此次大选中，巴以问题同样不
受重视。

供职于以色列电台的巴勒斯坦
媒体人士穆罕默德·阿布·利卜德
指出，在这次选举中，巴以问题不
是以色列民众关心的议题。以色列
区域外交政策研究机构负责人尼姆
罗德·戈朗说，以色列政府已将巴
以问题从民众的视野中抹去。

而在此次大选中实力较强的两
大党派利库德集团和蓝白党都在巴
以问题上持强硬立场。以色列政治
分析人士哈米斯·阿布·阿费亚认
为，不管谁当选，下一届以色列政
府都将延续在巴以问题上的强硬态
度，加之美国政府的亲以立场，巴
以局势短期内难有转机。

40多个政党参与角逐

以色列大选变数多

4月 7日，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拉尔布尔地区，阿富汗安全部队成
员参与打击塔利班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

阿富汗政府官员7日称，阿富汗政府军在东部楠格哈尔省拉尔布尔
地区对塔利班武装分子开展了新一轮打击行动。 （新华社发）

阿政府军对塔利班武装分子
开展新一轮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