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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国内 ■本地

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彩票开奖公告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外
资工作的决策部署，结合我国利用外资工作面临
的新形势、新特点、新挑战，以激发市场活力、提振
投资信心为出发点，以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
遇为重点，以打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外商投资
环境为着力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做
好利用外资工作。《意见》提出了 4 个方面共 20 条
政策措施。

一是深化对外开放。继续压减全国和自由贸
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清理取消
未纳入负面清单的限制措施，加快金融业开放进
程，优化汽车领域外资政策，营造公平经营环境。

二是加大投资促进力度。优化外商投资企业

科技创新服务，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水平，提
升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平台引资质量，在
中西部地区优先增设一批综合保税区。

三是深化投资便利化改革。降低资金跨境使
用成本，提高外籍人员来华工作便利度，优化外资
项目规划用地审批程序。

四是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全面贯彻外商
投资法，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受理机构，强
化监管政策执行规范性，提高行政规范性文件制
定透明度，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重要作用，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参与
我国医疗器械、食品药品等标准制定，保障供应商
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
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重要意义，提高站位，
主动作为，务求实效，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实。

■科技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

■关注

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李一 应俊
朱蔚 文/摄）电商行业年度重头大戏“双11”即将
上演，为确保跨境进口商品质量安全，宁波海关
积极开展跨境电商风险监测工作。

记者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宁波海关主要
采取从跨境电商监管仓库备货区域线下抽检和
从电商平台购买线上抽检两种方式，共抽检跨境
电商进口商品326批次，并将监测样品送至专业
实验室进行检测（上图）。

结果显示，326批次中有9批次不合格，涉及
保健品、食品接触材料、儿童牙刷、化妆品和婴幼
儿配方食品5个产品类别，宁波海关目前已责令
相关商家下架不合格商品。

接下来，宁波海关将加强开展跨境电商进口
商品质量安全抽检监测工作，重点监测进口数量
较多、质量安全风险较高、消费者关注度较高的
商品种类。

穿越东海岸采风活动
走进象山港

本报讯（记者 张培坚 通讯员 王云霞）昨
日，由媒体代表和专家组成的穿越东海岸采风活
动来到了第二站象山港。行程中先后游览象山影
视城、中国海影城、石浦渔港古城、沙塘湾民宿、
半边山景区，并在宁波工人疗养院品尝了“象山
十六碗”，了解了新型旅游业态和产业模式。记者
同时获悉，本月12日，象山旅游将携手吉利汽车
开启跨界营销新体验，发布以“活”“色““生”

“香”为主题的4条象山游自驾线路。

教育部：搭建全国教育调研平台

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驱动和
引领作用。教育部7日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教
育科研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搭建全国教育调研
平台，聚焦教育重大决策部署实施情况和重大
现实问题，协同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除搭建全国教育调研平台之外，意见还提
出，要积极搭建全国教育数据信息平台，建立
全国教育数据公开共享机制；搭建国外教育
信息综合平台，密切了解跟踪国外教育改革
发展动态；完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管理平台，
统筹管理和使用各级各类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成果。

11月7日，工作人员展示全球最细胰岛素
注射针头“纳诺斯Jr.”。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医疗器械
及医药保健展区，医疗器械公司泰尔茂带来全
球 最 细 的 胰 岛 素 注 射 针 头“ 纳 诺 斯 Jr.”
（NANOPASS Jr.），其针端直径仅0.18毫米，可
大大减缓糖尿病患者的注射疼痛和不适。

宁波海关加强抽检
跨境电商进口商品

阿波罗探月带回的
月球封存样本首次“开封”

1972年美国阿波罗飞船最后一次登月后，封
存了部分月壤和月岩样本。5 日，美国航天局科
学家在时隔40多年后首次打开其中一份样本。

美航天局 6 日发布消息介绍，一份编号为
73002的样本在位于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被
打开。这是阿波罗17号飞船宇航员尤金·塞尔南
和哈里森·施密特 1972 年用管状容器在月球拉
拉陨坑附近的滑坡沉积物中提取的。

美航天局“阿波罗下一代样品分析”项目科
学家萨拉·诺布尔说，如今能够进行一些在阿波
罗项目年代根本无法实现的测量，对这些样本进
行分析将最大化阿波罗样本的科学价值，为未来
探月项目做准备。

优步自动驾驶汽车致命事故
或与软件缺陷有关

美国优步公司一辆进行自动驾驶测试的汽
车去年 3 月发生车祸，致一名路人死亡。美国国
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初步调查报告显
示，优步涉事车辆的自动驾驶软件存在几处设计
缺陷，包括不能识别乱穿马路的行人等。

报告显示，2016 年 9 月到 2018 年 3 月间，优
步自动驾驶系统造成 37 次碰撞事故。美国家运
输安全委员会将在11月19日召开会议并发布一
份正式报告，详述事故过程和责任，并向联邦政
府提出对自动驾驶的管理建议。

法国出台新规收紧移民政策

法国政府 6 日宣布一系列收紧移民政策的
新措施，主要包括对合法移民设置配额并加大打
击非法移民力度。

法国政府当天开会商讨移民和融入问题。法
国总理菲利普在会后宣布了20条移民政策新措
施，包括引入经济和技术移民配额、提高申请庇
护者获得医疗救助的条件以及拆除非法移民营
地等。其中，技术移民年度配额将根据行业类别
和企业用工情况设定。

与此同时，法国计划加大对非法移民的打击
力度。无有效证件或庇护申请被拒的非法移民可
以享受免费医疗的时间将从目前的12个月缩减
至6个月。

/广告

全球最细胰岛素注射针
亮相进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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