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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强调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

试试点点药药品品集集中中采采购购，，降降低低群群众众负负担担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主任习近平11月14日下
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总结改革
开放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改革开
放重大意义和伟大成就，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继续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把
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断把

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会议强调，完善市场主体退

出制度，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激发市场主体竞争活力、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
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坚持
约束与激励并举，尊重和保障市
场主体自主经营权，有效保护各
方合理权益，创新调控、监管、服
务方式，合理运用公共政策给予
引导和支持，提高市场重组、出
清的质量和效率。

会议指出，深化政府采购
制度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强
化采购人主体责任，建立集中
采购机构竞争机制，改进政府

采购代理和评审机制，健全科
学高效的采购交易机制，强化
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措施，健全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

会议强调，要把职业教育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接科
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
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优化学
校、专业布局，深化办学体制改
革和育人机制改革，鼓励和支
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
持职业教育，着力培养高素质
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
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会议指出，组建县级融媒体
中心，有利于整合县级媒体资源、

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深化
机构、人事、财政、薪酬等方面改
革，调整优化媒体布局，推进融合
发展，不断提高县级媒体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要坚持管建同
步、管建并举，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守社
会责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会议指出，推进基层整合审
批服务执法力量，要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适应街道、乡镇
工作特点和便民服务需要，综合
设置基层审批服务机构，整合基
层网格管理和指挥平台，大力推
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使基层各
类机构、组织在服务保障群众需
求上有更大作为。

会议指出，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试点，目的是探索完
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和以市场
为主导的药价形成机制，降低
群众药费负担，规范药品流通
秩序，提高群众用药安全。要按
照国家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
作的总体思路，坚持依法合规，
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相结
合，确保药品质量和供应稳定。

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行政
执法透明、规范、合法、公正，不断
健全执法制度、规范执法程序、创
新执法方式、加强执法监督，全面
提高执法效能，推动形成权责统
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系，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重重污污染染来来袭袭，，山山东东1100城城联联动动发发布布预预警警
受不利气象条件及污染物累积所致，预计明天结束

本报记者 张玉岩

出现区域性重污染
济南发入冬首个预警

11月14日7时，济南发布
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并于当
日8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这
是今年入冬以来，济南发布的
首个重污染天气预警。

根据济南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的通知，
为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过程，
生态环境部要求山东包括济南
在内的7个传输通道城市和枣
庄、泰安、莱芜发布橙色预警并
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Ⅱ级应急响应措施包括工
业企业减排措施、扬尘污染减
排措施、移动源污染减排措施。
其中，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减排措施清单的工业企业按
照“一企一策”方案执行橙色预
警应急减排措施。

11月12日，省重污染天气
应急工作小组办公室已向17
市发函，要求各市积极有效应
对11月13日至15日期间出现
的区域性重污染天气过程。

此后，13日，泰安于12时
发布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并
启动Ⅲ级应急响应；滨州于12
时发布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并于14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德州市于18时发布重污染天
气橙色预警，并于14日0时启
动Ⅱ级应急响应。14日，济南、
淄博、枣庄、济宁、莱芜、聊城、
菏泽等市相继发布重污染天气
橙色预警，并均于8时启动Ⅱ
级应急响应；德州市继续落实
Ⅱ级应急响应措施；泰安、滨州
市相继将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
预警，并于8时启动Ⅱ级应急
响应。

自11月14日13时起，山东
省生态环境厅派出由处级干部
带队，大气、监测、执法人员组
成的两组机动队，赴枣庄、泰
安、莱芜等市就重污染天气应
急响应及应急减排措施落实情
况进行现场检查。

部分城市开始采暖
燃煤污染物排放增加

根据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发
布的消息，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与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省级环境监
测中心会商结果，受不利气象条
件影响，叠加冬季供暖等污染排
放因素，预计11月13日至15日
期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
平原将出现一次区域性重污染
天气过程。其中，山东省西部部
分城市空气质量可能出现连续2
至3天以上重度污染天气，个别
城市可能达到严重污染。

清华大学贺克斌院士分析
此次污染过程的主因，依然是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
量大。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聚集了
大量的电力、钢铁、建材、有色、
化工等高耗能产业，煤炭等能
源消耗量巨大，柴油货车、非道
路机械使用频度高，仍是全国
污染物排放强度最大的区域。
从地理分布上看，天津、唐山和
太行山沿线的石家庄、邢台、邯
郸，以及山东济南、淄博、滨州
和山西太原等，均是污染物排
放量和排放强度较大的城市。

进入11月中旬以来，天气
转冷，昼夜温差变大，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部分城市开始采暖，
城市供暖锅炉和农村地区散煤
采暖炉具逐步启用，各地燃煤
污染物排放开始增加。因此，多
种污染物高强度的叠加排放是
推 高 本 次 污 染 过 程 中 各 地
PM2 . 5浓度的重要原因。

另外，大雾等极端不利气
象条件也诱发了此次重污染天
气，不利气象条件与累积的
PM2 . 5污染之间相互促进的
“ 双 向 反 馈 机 制 ”加 剧 了
PM2 . 5污染。

根据预报，15日夜间山东开
始受冷空气影响，考虑到上游污
染物的输送，内陆地区的轻中度
污染过程仍会持续，并可能会出
现PM2.5的短时加重过程。16日
起，受持续冷空气影响，本次污
染过程有望彻底结束。

14日，济南发布了今冬首个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能见度一度
很“迷茫”。重污染天气来袭，山东10城联动，泰安、滨州、德州、济
南、淄博、枣庄、济宁、莱芜、聊城、菏泽相继发布了重污染天气预
警，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

重污染天气来袭，天空
灰蒙蒙的，空气中还弥漫着
一股“烧柴火”的味道，许多
市民出行时也戴上了口罩。
不过，14日17点左右，济南的

“气质”却显示为良，这是为
什么呢？为何数据反映的情
况和市民的感受不符？

近日，济南的空气污染经
历了一个由重到轻的过程。

11月13日20时，济南的
AQI指数达到最近24小时的
高峰，为169，中度污染，首要
污染物为PM2 . 5。14日凌晨1
点，污染有所缓解，AQI指数
148，降到轻度污染水平。随

着冷空气的到来，到14日下
午1点钟，降到77，空气质量
为良。

而最近几天的空气污染，
与气象条件十分相关。根据济
南市气象局的预报，近两天济
南的风力只有1到2级，天气静
稳。同时，最大相对湿度达到
了84%，空气湿度也较大，这造
成了济南的污染物扩散条件
不是太好。加上供暖季开始，
京津冀地区的污染物输送，
造成济南地区的空气质量较
差。在这种天气下空气中出
现异味，是在高湿度静稳气
象条件下，人们生产生活，特
别是机动车释放的污染物积
累造成的。同时，能见度也会
比较低。

另外，污染程度是环保
意义上的概念，而雾和霾则
是气象意义上的概念。霾是

指空气中悬浮的细小颗粒，
一般出现在空气湿度小于
80%的环境里。与空气污染
根据浓度分级不同，气象部
门主要依据能见度来判识
霾的程度，同时参考相对
湿度、PM2 . 5浓度等发布相
应的预警信号。这其中，污
染 物 是 霾 形 成 的 重 要 条
件，但是污染程度与雾霾天
气的严重程度有时并不等
同，能见度不仅受污染物浓
度影响，还与空气饱和程度
有关。

不过，一旦出现霾，通常
意味着空气质量已经出现污
染，市民外出就需要做一些
防护。当出现能见度小于3公
里的中度、重度霾，空气质量
往往就是重度甚至是严重污
染了。

本报记者 张玉岩

葛延伸阅读

天天一一直直灰灰蒙蒙蒙蒙，，空空气气质质量量咋咋还还是是良良？？

14日，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区域性重污染天气影响，济南发布今冬首个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能见度一

度很“迷茫”。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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