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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
（记者赵文君） 目前我国登记在册
的 市 场 主 体 达 1.45 亿 户 ， 相 比
2012 年的 5500 万户增长了将近 1.6
倍，市场主体的活跃度持续稳定在
70%左右。

国新办 25 日举行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介绍国务院近日发布
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情

况，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熊茂平介
绍了我国市场主体发展情况的一组
数据。

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
上半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 1394.5
万户，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全
国新设个体工商户 945.9 万户，同
比 增 长 28.1% ， 两 年 年 均 增 速
10.8%，为稳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国市场主体达1.45亿户

新华社莫斯科 8 月 25 日电
（刘艺 方超）“国际军事比赛-
2021”“空降排”空降兵分队比赛
当地时间 23 日在俄罗斯梁赞州日
多瓦空降场开赛。

来自 18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队
率先就第一阶段空降集结与急行军
课目展开比拼。中国参赛队官兵以

44 分 18 秒获得参加该项目以来最
好成绩，取得第一阶段比赛第一名。

36 名伞兵在武装翼伞“定点
跳伞”课目展开角逐。中国参赛队
3 名队员落点全部位于计分圈。上
士周子言降落时精准踩中地面半径
仅为 20 厘米的红色靶标。3 名队员
均来自空降兵部队基层连队。

“国际军事比赛-2021”“空降排”项目：

中国参赛队迎来开门红

8月23日，在俄罗斯梁赞州日多瓦空降场，参加“空降排”空降兵分
队比赛首日赛程的中国参赛队队员赛后合影。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24 日电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24 日在使馆网
站刊文《支持科学溯源，反对政治病
毒》指出，8 月下旬美国情报界要就
新冠病毒来自自然界或中国实验室
泄漏发布调查报告，无论这个报告
得出什么结论，它的立论根本不成
立，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干过实验室
制造新冠病毒的事情。

文章指出，病毒溯源是一个严
肃的科学问题，理应也只能由科学
家通过深入研究得出结论。世卫组
织的国际专家组两次赴华开展溯源
联合研究，发布了联合研究报告，认
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人类

“极不可能”。这是一份权威的、经得
起科学和历史检验的报告，但它得
出的结论正在遭到质疑。

文章说，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

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和医学界的普
遍共识。世卫组织专家组来华开展
溯源工作时，中方是完全公开、透明
的，满足了其全部参访要求，没有作
任何限制。这么多权威的科学家，通
过这样科学的方式溯源，得出的结
论应当是科学、真实、可信的。截至
目前，已有 70 个国家致函世卫组
织，强调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
报告的成果应该得到维护。

文章强调，中方对全球溯源问
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始终支
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我们反
对的是政治溯源，违背世卫大会决
议的溯源，以及抛弃中国—世卫组
织联合研究报告的溯源。第二阶段
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溯源的基础上
全面延伸，在全球多国多地开展溯
源工作，才能真正找到真相和答案。

中国驻美大使馆：

美国情报界所谓新冠溯源报告
无论什么结论都不成立

8月25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疗队队员在返程车上向前来送别的人
们比心。8月25日8时起，张家界市全域均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拆除所有
交通卡口，有序恢复公共交通。这意味着，张家界解除关键封闭管控措
施，正式“重启”。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转好，各地驰援张家界的医疗
队将分批有序返程。 （新华社发）

张家界“重启”

据新华社马尼拉 8月 24日电
（记者刘锴 闫洁） 菲律宾总统杜
特尔特 24 日宣布，他将在明年举
行的全国和地方选举中竞选副总统
一职。

杜特尔特在 24 日晚播放的电
视讲话中表示，不少人希望他竞选
副总统，他希望在打击毒品犯罪、
刑事犯罪和反政府武装等方面继续

推动工作。
菲律宾执政党民主人民力量党

24 日宣布，党主席杜特尔特已同
意代表该党竞选下届副总统。该党
执行副总裁、菲律宾内阁秘书长诺
格拉莱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党内不
少成员支持杜特尔特竞选副总统，
以确保权力交接后现政府的一些政
策和项目能够延续。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

将竞选下届副总统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记者 赵文君

糖果“降糖”、打针“瘦脸”、“古
禅茶”治痛风⋯⋯市场监管总局近
期曝光一批民生领域“铁拳”行动典
型案例，在不法商家宣称能治病、美
容的神奇疗效背后，隐藏着非法添
加处方药、毒性药品等违法行为。市
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对有毒有害
食品、“神药”的打击力度，同时消费
者要了解食品药品非法添加的危害
及辨识方式，提高防范意识。

今年 7 月，河南省济源市市场
监管局接到消费者投诉举报，称其
购买的花粉山药压片糖果，服用后
降血糖效果非常好，但同时出现一
系列不良反应。

济源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
举报人提供的花粉山药压片糖果进
行送检，检验结果显示产品中检出

“格列本脲”，这是一种降糖效果明
显的处方西药。由于副作用比较明
显，长期大量服用会造成低血糖和

肾病，甚至引发死亡，只有特定人群
才可使用，而且需要在医生指导下
服用。

济源市市场监管局随即立案调
查。经查，举报人从黄某处购买了花
粉山药压片糖果，而黄某是从张某
某处购得。济源市市场监管局和公
安机关联合布控，抓获正在销售产
品的张某某和生产者翟某某。当事
人的行为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三
十八条“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
加药品”的规定，还涉嫌违反刑法第
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构成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目前，已查扣
压片糖果 30 瓶，初步查明涉案金额
20 余 万 元 。按 照 行 刑 衔 接 工 作 要
求，该案已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近期，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管
局接到举报，称广州美生专医疗美
容门诊部有限公司涉嫌通过网店发
布瘦脸针违法广告，执法人员立即
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当事人自
2020 年 2 月通过互联网开设“DR
REBORN 医疗美容旗舰店”销售

医疗美容项目，发布涉及“国产瘦脸
针”“衡力瘦脸针”的广告。

经查，这种“瘦脸针”实为“衡力
牌注射用 A 型肉毒毒素”。我国已将
A 型肉毒毒素列入毒性药品管理。
医疗用毒性药品、麻醉药品、精神药
品、放射性药品等特殊类药品，一方
面是医疗活动中所必需的，使用得
当有利于治疗疾病、缓解患者痛苦；
另一方面潜在危害性很大，一旦使
用不当，有可能导致成瘾、损害身体
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应当对其
实行最严格的管理。

天河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
事人停止发布虚假违法广告，并罚
款 20 万元。

2020 年 7 月，浙江省玉环市市
场监管局通过网络监测发现辖区内
有人通过微信销售“古禅茶”“悟道
禅茶”，宣称产品具有治疗痛风的效
果。经检验，产品中检出“双氯芬酸
钠”药物成分。“双氯芬酸钠”属于处
方药，临床上应用必须严格掌握适
应症和禁忌症，凭执业医师处方才

可调配。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长期
或者大剂量使用，容易引起头痛、腹
痛、便秘、腹泻、消化不良、胃肠道出
血等多种不良反应，应严格禁止此
类产品在市场上流通。

玉环市市场监管局与公安机关
组成联合专案组，对涉案产品的来源
进一步追溯调查。2016 年至 2020 年
期间，丽江得慈延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陶某某，从广西北海地
下窝点陈某某处采购含有“双氯芬酸
钠”成分的原料颗粒，制作“古禅茶”

“无相禅茶”等宣称具有治疗痛风功
效的产品，对外代理销售。而陈某某
的“双氯芬酸钠”原料则由广西南宁
罗某某提供，为罗某某从某医药公司
购进。至此，从原料供应到生产、销售
环节的违法链条浮出水面。

今年 1月，玉环市市场监管局联
合公安机关捣毁该案生产工厂 1个、
地下窝点 2 个、仓库 2 个，17 人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查扣涉案“古禅
茶”“寿竹根”等 8 种产品及原料共
5000公斤，涉案货值超2000万元。

糖果“降糖”、打针“瘦脸”、“古禅茶”治痛风

宣称神奇疗效的背后是非法添加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记者 余俊杰 胡浩

教育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
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通
知旨在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
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简称“公参
民”学校），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就
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确保义务教育公益
性、公平性和人民性

问：通知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

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是维护国家教
育体系统一性、规范性的重要举措。近
年来，部分公办学校发挥自身优势，举
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缓解了
部分地方教育资源供需矛盾，满足了
人民群众多样化教育需求。

但是，随着社会对教育公平价
值的要求和教育法规制度体系的完
善，“公参民”学校问题不断显现，加
重了人民群众教育负担，影响了教
育生态，社会反映强烈。此次出台通
知是为了确保义务教育的公益性、
公平性和人民性，推动公办学校回
归公办，社会力量举办民办，以促进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问：规范“公参民”学校工作的

总体思路和要求是什么？
答：总体思路是着眼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维护教育公平性和公
益性，让人民群众享受更优质教育
资源，切实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缓
解教育焦虑。

总体要求，一方面，指导各地以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规划为抓手，着
力增加优质公办义务教育资源供
给；另一方面，推动理顺现有“公参
民”学校的体制机制，规范公有教育
资源的使用。

理清公办民办界限

问：通知的适用对象是什么？
答：通知的适用对象包括三类：

公办学校单独举办的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公办学校与其他公有主体合
作举办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公办

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
办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问：“公参民”学校转为公办学
校的要求是什么？

答：“公参民”学校具有以下四
种情形的，转为公办学校：一是公办
学校单独举办或者公办学校与其他
公有主体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
校，应转为公办学校；二是公办学校
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

“公参民”学校，经协商一致且条件
成熟的，可以转为公办学校；三是既
有居住社区配套建设的“公参民”学
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转为公办
学校，也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提供学位、继续办学；四是公办学校
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

“公参民”学校，不符合“六独立”要
求且难以整改到位的，可视情况转
为公办学校或终止办学。

问：“公参民”学校继续办民办
学校的要求是什么？

答：由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
织、个人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
办学条件符合“六独立”要求，可继
续办民办学校；办学条件不符合“六
独立”要求，但限期可整改到位的，
也可继续办民办学校。

问：“公参民”学校终止办学的
要求是什么？

答：由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
织、个人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
办学条件不符合“六独立”要求，且
限期整改不到位无法继续办学，可
视情况将其转为公办学校或终止办
学。对于终止办学的，各地要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制定具体办法。

多管齐下 确保工作
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问：对公办学校投入到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的教育资源如何要求？

答：规范公办学校投入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的教育资源，主要有以
下要求：一是公办学校将土地、校
舍、教学仪器设备等国有资产提供
给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使用的，应当
落实国有资产评估管理使用等有关
规定；二是规范向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派出教职工的行为；三是公办学
校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提供服务
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
批程序后签订协议。

确保义务教育公益性、公平性和人民性，“公参民”学校规范出台

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办的
符合“六独立”要求可继续办民办学校

8 月 25 日，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对外发布消息，大庆油田依靠自主创新，发现预测地质储量
12.68 亿吨页岩油，标志着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大突破，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
页岩油气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图：在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勘探现场，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在施工。
小图：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员工在井口作业。 （新华社发 资料照片）

我国发现预测地质储量
12.68亿吨页岩油

25 日公布的 《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的通知》指出，要全面规范公有教育资源的使用。公办学校投
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国有资产，应当符合国有资产使用管理规定。
公办学校要增强品牌保护意识，规范使用学校名称和简称，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不得利用公办学校品牌开展宣传或其他活动。

公办学校不得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名义开展选拔招生或考试招
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公办学校或者公办学校校区、分校的名
义招生，也不得以借读、挂靠等名义变相违规招生。

此外，地方政府和公办学校不得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新增派具有
事业编制的教职工。已经派出的，分阶段分步骤有序引导退出。各地
根据实际情况，可设置过渡期，分类管理，稳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