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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8月24日电
记者 曹国厂 杜一方

冯维健 高 博

八月的塞罕坝，天高云淡。满
眼苍翠，连绵成绿色的海洋。在河
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 115 万亩森林
深处，耸立着 9 座望海楼，分布在
林场不同位置的海拔高点，被称作

“林海的眼睛”。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塞

罕坝机械林场月亮山，察看林场自
然风貌，听取河北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林场管护情况
介绍，看望护林员。

在塞罕坝林场千层板分场海拔
约 1900 米的月亮山上，一座三层
白色建筑引人注目，刘军、王娟夫
妇在这座望海楼里担任防火瞭望
员。

“刚见到总书记的时候，我心
里特别紧张，但是总书记跟我们拉
家常，非常平易近人，我心里很快

就放松了。”王娟说。
从防火检查站护林员到瞭望

员，前后 23 年，这对夫妇战胜孤
寂艰难的生活环境，和林场的地面
巡护、视频监控、探火雷达等一
起，时刻守卫着塞罕坝的安全。

由于工作场所远离人烟，条件
艰苦，塞罕坝林场现有的 9 座望海
楼都是夫妻瞭望员值守，人们形象
地称之为“夫妻望海楼”。

“总书记非常关心我们的日常
工作和生活情况。”刘军说，以前
交通不便、吃水困难，消防车送上
山的水就存在简易水窖里，一车水
吃一年半载，十天半月骑摩托下一
趟山采购生活用品。大雪封山时，
林场场部送吃的也只能送到山梁
下，我们再一点点背上来。“现在
塞罕坝所有望海楼条件大大改善，
吃水、用电、上网都很方便。”

刘军说，在防火紧要期，他们
每天对望海楼周围近 20 公里范围
内的森林进行定时瞭望，白天每

15 分钟向林场防火指挥部通报林
区火情，在重点时期夜间还要每 1
小时通报一次，年复一年、日复一
日，尽管绝大多数通报都是“一切
正常”，但他们的瞭望工作从未懈
怠。

塞罕坝百万亩林海凝结着三代
塞罕坝人的心血，特别是在防火
期，瞭望员每天神经紧绷。“有时
睡觉梦到哪儿着火了，可就是打不
出去电话，就给急醒了。”王娟说。

塞罕坝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
说：“总书记 2017 年 8 月对塞罕坝
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
示，今年初为我们颁授‘全国脱贫
攻坚楷模’荣誉称号，今天又来到
这里考察，这既是对塞罕坝几代林
业人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全国林业
人的鼓舞和肯定。”

59 年间，三代塞罕坝人用青
春、汗水甚至血肉之躯，在茫茫荒
原造林 115 万亩，筑起为京津阻沙
涵水的“绿色长城”，成为“生态

文明建设范例”，生动诠释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被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授予“地球卫士奖”。

“总书记说，塞罕坝精神是中
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全
党全国人民要发扬这种精神，把绿
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发展好。”在塞
罕坝林场尚海纪念林现场聆听总书
记讲话后，林场场长陈智卿表示，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大力
发扬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
展的塞罕坝精神，把这片林子管
好、护好、经营好。”

陈智卿说：“我们将走好新时
代塞罕坝新的长征路，全面开展二
次创业，到 2030 年，林场有林地
面积达到 120 万亩，森林覆盖率提
高到 86％，森林生态系统更加稳
定、健康、优质、高效，生态服务
功能显著增强。苦干实干，把塞罕
坝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态文明示范基地，再谱绿色发展新
篇章。”

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月亮山，察看林场
自然风貌，听取河北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林场
管护情况介绍，看望护林员

扎根林海 守护绿色
——回访习近平总书记看望的塞罕坝机械林场职工

6月27日拍摄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晨景 （无人机照片）。夏日的早晨，河北省承德市境内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晨景如画。
（新华社发）

美丽的塞罕坝林海美丽的塞罕坝林海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记者 赵文君

我国已有超过 1.4 亿户市场主
体。24 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这部
条例第一次整合了我国所有市场主
体登记规范、管理规则。

条例针对登记注册的程序和标
准不统一、办照容易办证难、注销
流程烦琐等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
难点堵点，着眼市场主体的全生命
周期，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
本，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创
业就业。

登记并轨减少“跑来
跑去、改来改去”

市场主体登记信息的透明度，
直接关系到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
过去，不同企业登记制度要求企业
登记和备案的信息并不相同，登记
程序和标准的不统一，往往导致不
同市场主体被差别对待。如，在公
司股东会作出增资决议后申请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时，若适用公司登记
管理条例无需提供增资验资报告；
但若适用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
行细则，必须提交增资验资报告。

条例将各类市场主体登记管理

进行统一规范，最终实现了包括公
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
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
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
社） 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等登记管理制度
的统一并轨，同时明确了登记信息
和备案信息的公示平台，提高了市
场主体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进一步降低和放宽经
营准入门槛

根据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
单，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
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减少现场
勘验环节，当场发放许可证。

条例总结“证照分离”改革的
经验，将经营范围分为一般经营项
目和许可经营项目。除经营范围中
依法须经批准的许可经营项目外，
市场主体拿到营业执照，就可以从
事一般经营项目。

“十三五”以来，企业开办时
间进一步压减，目前全国企业平均
开办时间为 4 个工作日以内或更
少。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登记时限，
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办理登记，特殊程序减少到 3
至 6 个工作日。

针对网络经营主体登记问题，

条例明确，电商平台内的自然人经
营者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将电
商平台提供的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
营场所。

简易注销大幅降低退
出成本

注销手续复杂烦琐、耗时耗
力，有的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诚
信意识较弱，再加上股东之间存在
矛盾和纠纷，很多公司放弃办理注
销而成为“僵尸企业”。

为解决市场主体注销难、“吊而
不销”等难题，条例在总结地方改革
试点经验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未发
生债权债务，或者已将债权债务清
偿完结的市场主体建立了简易注销
制度，通过全体出资人承诺、系统公
示等措施，大幅缩短了注销时长。

“ 简 易 注 销 让 企 业 退 出 更 便
利，让更多的创业者敢于大胆去尝
试。”吉林省一家进出口贸易企业
的财务负责人王珊珊说，通过地方
试点推行的注销便利化改革，企业
处理完债权债务就可以通过“e 窗
通”系统直接上传“全体投资人承
诺书”，系统公示并获取企业的完
税信息后，以前需要 160 天办完相
关手续，现在 20 多天就完成了整
个注销流程。

首设歇业制度企业可
“休眠”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不少企业
发展带来了影响。一些企业不能开
展经营活动，还需继续支付房租、
人力等成本，导致经营难以为继。

为避免今后类似情况的发生，
应对个性化的市场主体登记需求，
条例首次设立了歇业制度，允许公
司适度休眠，为进一步丰富完善现
有登记制度提供了创新性的改革方
向。

条例明确，因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
件等原因而遭受经营困难的市场主
体可自主决定在一定时期内歇业。
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市场主体应
当在歇业前与职工依法协商劳动关
系处理等有关事项，并向登记机关
办理备案。为维护交易安全，登记
机关向社会公示歇业期限、法律文
书送达地址等信息。为避免休眠公
司异化为“僵尸企业”，歇业期限
最长不得超过 3 年。

自 今 年 3 月 启 动 歇 业 试 点 以
来，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宝安区已成功为 7 家市场主
体办理歇业登记，涉及跨境电商贸
易、商务服务、科技类等行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24日公布，聚焦登记难、
办证难、注销难……

这部条例的出台将带来这些利好

新华社北京 8月 24日电 （记
者余俊杰 任沁沁） 24 日举行的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网
信办副主任盛荣华表示，《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将于 9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为我国深入开
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提供
有力法治保障。

国新办 24 日举行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由国家网信办、工信
部、公安部、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
例》 有关情况。

据盛荣华介绍，当前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面临的网络安全形势严峻
复杂，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持续性威胁、网络勒索、数据
窃取等事件频发，危害经济社会稳
定运行。

“条例特别强调运营者的主体
责任，这是基础、是关键。”盛荣
华说，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要
履行好主体责任，坚持“谁运营、
谁负责”原则。

“ 工 信 部 将 加 强 网 络 安 全 防
护、数据安全保护、监测预警、应
急处置等技术能力建设，严格规范

对基础电信网络的漏洞探测、渗透
性测试活动。”工信部网络安全管
理局局长隋静表示，工信部将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压实电信行业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主体责
任。

司法部立法一局负责人张耀明
说，条例在制度设计上既体现了综
合协调、分工负责的理念，也注意
充分发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
者、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作
用，共同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
安全。

“识别认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是开展安全保护工作的前提。”公
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王瑛玮表
示，条例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
外通行做法，规定了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的定义、范围和认定程序。

盛荣华表示，条例出台并不是
针对企业境外上市，而是为了保障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维护网络
安全。“企业上市必须符合两条标
准：一是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二是必须确保国家网络安全、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个人信息安全
等。”盛荣华说。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将于9月
1日起正式施行，强调运营者主体责任

“谁运营、谁负责”

新华社北京 8月 24日电 （记
者王琳琳） 感控人员，是医疗机构
内从事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的专业
人员，是监督指导各项感控措施落
实到位的关键。感控工作不力，极
易引发交叉感染，甚至导致院内感
染暴发、向社区传播导致疫情播散
蔓延。对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近日专门制定印发了 《关于
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感控人员配备
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对感控人
员配备提出新要求。

通知明确，各地要高度重视感
控工作，全力支持医疗机构感控部
门配备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削减
感控人员数量。

合理配备感控人员方面，通知
要求，医疗机构应当根据机构的级
别类别以及是否为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定点医院，合理确定感控人员的

配备形式和数量。
配备形式上，通知要求，专职

感控人员主要配备在医疗机构感控
管理部门，全职从事全院的感控日
常管理和业务工作，不承担其他
与感控无关的工作。不得临时从
其他科室抽调人员作为专职感控
人员开展工作。兼职感控人员一
般 配 备 在 不 设 病 床 的 个 体 诊 所 、
医 务 室 等 规 模 较 小 的 医 疗 机 构 ，
或规模较大医疗机构的科室，开
展本机构或科室的感控日常管理
和业务工作。

配备数量上，通知要求，对
于非定点医院，原则上按照每 150
张至 200 张实际使用病床 （含口腔
综合治疗台） 配备 1 名专职感控人
员。对于定点医院，感控人员配备
数量应当保持在非定点医院的 1.5
倍至 2 倍。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提出感控人员配备新要求

8月24日，在郑州市纬一路小
学检测点，医务人员为市民进行核
酸检测取样。

当日，郑州市开展第五轮全员
核酸检测，该次采样分时段、分区

域错峰进行，检测对象包括郑州市
域内所有居民 （包括本地常住人
口、暂住人口、临时流动人口、外
籍人口等）。

（新华社发）

郑州开展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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