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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近日，国务院
化完善准入条件、审批流程和服务；加快
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
完善新业态标准体系，为新产品新服务进
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入市场提供保障。
《意见》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二是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实行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
审慎监管。探索适应新业态特点、有利于
“放管服”改革，围绕更大激发市场活力， 公平竞争的公正监管办法，分领域制定监
聚焦平台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大
管规则和标准，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
政策引导、支持和保障力度，落实和完善
为新业态发展留足空间；科学合理界定平
包容审慎监管要求，推动建立健全适应平
台责任，加快研究出台平台尽职免责的具
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着力营
体办法；
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
积极推进
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为促进平台经济 “互联网+监管”
，
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规范健康发展，
《意见》提出了五个方面政
三是鼓励发展平台经济新业态，加快
策措施。
培育新的增长点。发展“ 互联网+服务
一是优化完善市场准入条件，降低企
业”，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基于互联网的医
业合规成本。推进登记注册便利化，进一
疗健康、教育培训、养老家政、文化、旅游、
步简化平台企业分支机构设立手续，放宽
体育等新兴服务领域；发展“互联网+生
产”，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推进“互
新兴行业企业名称登记限制；清理和规范
联网+创业创新”，依托互联网平台完善全
制约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行政许可、资质
方位创业创新服务体系；加强网络支撑能
资格等事项，指导督促有关地方评估网约
车、旅游民宿等领域的政策落实情况，优
力建设。

四是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夯实新
业态成长基础。加强政府部门与平台数据
共享，上线运行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电子证照共享服务系统；加大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开放力度，支持平台提升
管理水平；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公共
服务平台，尽快制定电子商务法实施中的
有关信息公示、
零星小额交易等配套规则。
五是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合法
权益，强化平台经济发展法治保障。抓紧
研究完善平台企业用工和灵活就业等从
业人员社保政策，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
点；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督促平台建立
健全消费者投诉和举报机制；完善平台经
济相关法律法规。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
职责分工抓好贯彻落实，压实工作责任，
密切协作配合，切实解决平台经济发展
面临的突出问题，推动各项政策措施及
时落地见效。

残疾人托养服务有了首个国家标准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罗争光 谢滨
同）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展残疾人托
养服务将按照新的国家标准进行。7 日，
中国残联、民政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共同在京对《就业年龄
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
规范》的有关内容进行发布，这是我国残
疾人服务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标准。
这项标准于 2013 年在国家标准委立
项，2019 年 6 月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标准委正式发布，规定了残疾人托养的服
务机构、服务内容与要求、服务过程、管理
内容与要求、服务评价与改进方面的基本

要求，
适用于为就业年龄段智力、
精神和重
度肢体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机构的规范与
评价，
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残联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冯善伟介绍，此前我国关于社会化
的养护照料服务主要针对的是 16 岁以下
的孤残少年儿童和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
体，但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是残疾人
群体中失能程度较为严重、生活也相对更
为困难的一群人，他们中大部分人虽然已
经成年，但依然缺乏自我照料和独立生活
能力，需要依靠家庭的供养。残疾人托养
服务正是要帮助这些“学校已离开、医院

收不了、企业进不去、家庭供不起，其他公
共服务长期不能覆盖”的困难成年残疾人
群体，得到基本的照料服务和生活自理能
力等方面训练，通过托养服务部分残疾人
还可以实现生活自立和不同形式就业，减
轻其家庭负担。
2012 年，中国残联等 8 部门联合发布
了《关于加快发展残疾人托养服务的意
见》，其中指出，残疾人托养服务是帮助智
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克服社会认知和参
与能力以及自理能力方面的障碍，平等参
与社会生活、减轻残疾人家庭负担，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手段。

浙江宁波建成电网智能巡检示范区
8 月 8 日，浙江省宁波供电公司在
宁波杭州湾新区建成人机协同智能巡
检示范区，并成功通过无人机及巡线
机器人自主巡视输电线路运行测试。
杭湾智能巡检示范区涉及 4 座 220
千伏和 1 座 110 千伏变电站，
安装 5 座无
人机机巢，
规划建成 13 条无人机自主巡
检航线，覆盖 473.6 公里、760 基杆塔的
输电线路，
实现
“后台远程控制、
前端自
主巡检”
；
针对限飞区和禁飞区，
智能巡
检示范区内配备了巡线机器人，
可在高
压线路地线上行走，
通过搭载的可见光
摄像机、
红外热像仪、
激光雷达等设备，
实现对高压线路各部位自主巡检。
图为当日工作人员在对自主巡线
无人机进行监控测试。无人机可以实
现从机巢自主起飞、巡线并降落，同时
用 5G 网络实时传送高清数据图像、飞
行控制信号，
实现数传和图传合一。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应急管理部：

7月份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记者 叶昊
鸣）记者 8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据初步
统计，7 月份全国未发生特别重大事故，
发生重大事故 1 起, 重大事故起数和死亡
人数同比分别减少 1 起、14 人，较大事故
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24.4%和
28.2%。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7 月
份大部分行业领域较大事故同比下降，
但危化品再次发生重大事故，河南省三
门峡市发生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义马气化厂“7·19”重大爆炸事故，死亡

15 人。煤矿等典型较大事故时有发生，
有限空间作业施救不当致较大事故较为
突出，涉险事故及蕴含重大风险的事故
较为突出。
这位负责人要求，要深入分析研判本
地区、本行业安全风险，严格隐患排查和
问题整改，加大约谈和联合惩戒力度，坚
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结合高温季节
事故多发易发的特点，深化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专项整治，强化危化品安全综合治
理，全力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加强煤矿
瓦斯、水害等灾害治理，工贸行业要严防

有限空间作业施救不当事故；针对暑期旅
游出行集中的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客
车及旅游包车、宾馆饭店、景区、渡口渡船
等安全监管。
这位负责人强调，要切实防范自然灾
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8 月上旬是台风、
洪涝、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集中多发时段，
要加强与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协
调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确保第
一时间通知到现场一线施工作业人员和
周边群众；加强地下矿山、尾矿库汛期隐
患排查，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全国已有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300个
红色旅游蓬勃兴起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记者 余俊杰）
“我志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举起握紧的右手，20 多
位来自北京某街道办的党员身着八路军军服，神
情严肃，
重温入党誓词。
这是记者 8 月初在北京延庆大庄科乡红色盛
景旅游基地看到的一幕。
据了解，大庄科乡是一片带着红色基因的土
地，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在此建立了抗日革命
根据地。如今，这里依托红色资源，开发了特色
鲜明的红色旅游项目，非常受欢迎。
大庄科乡是一个缩影。近年来，
红色旅游在全
国各地蓬勃兴起，
一批批党员群众来到红色旅游基
地，
在革命先烈战斗过的地方重温历史，
追寻荣光。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进红色旅游的政策指
引下，各地政府积极引入社会力量“精确把脉”，
深入挖掘革命历史、红色遗迹，开发出多种红色
旅游产品——开辟行军路线，体验长征精神；探
索党建活动新模式，提供个性化团队拓展活动服
务；修缮红色博物馆、纪念馆，传播革命年代英雄
人物故事等。
还有一些红色景区依山傍水，
当地政府围绕吃
住行游购娱等要素，
大力发展观光体验和生态民宿等
旅游产业，
带动全域旅游消费不断走热。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截至 2018 年
底，全国已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300 个。2018 年
全国红色旅游出游达 6.6 亿人次，
占全国国内旅游
总人次的 11.92%，收入达 4257.78 亿元，占同期全
国国内旅游总收入的7.13%。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爱国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呈现大众化、
常态化趋势，
红色旅游的规
模和热度不断攀升，
已成为民众出游的重要选项。
据某在线旅游平台预计，2019 年暑期我国红
色旅游目的地游客接待量仍将保持上涨态势，全
国将有超过 1 亿人次前往红色旅游目的地。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红色旅游中，其中“85 后”在
参与红色旅游的游客中占比最高，
“00 后”红色旅
游人数则同比增长62%。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红色旅游已
经成为我国整个旅游业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下一步要提高红色旅游发展的质量，依托革命文
物资源，推出更多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旅游项
目，丰富红色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红色旅
游的服务质量。

水星西大距和
木星合月两大天象
同于10日现身天宇
新华社天津 8 月 8 日电（记者 周润健）天文
专家介绍，一次观测条件不错的水星西大距和备
受追星族青睐的“木星合月”将同于 10 日现身天
宇，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可欣赏到这两颗太
阳系大行星的风采。
2019 年，水星有 6 次大距。10 日发生的这次
大距是其中的第四次，
也是第二次西大距。
“本次大距，北半球观测条件不错，届时如果
天气晴好，我国各地感兴趣的公众可在 10 日日出
前 30 分钟至 50 分钟时间里，
凭借肉眼或借助双筒
望远镜目睹到这颗距离太阳最近的大行星。
”
中国
天文学会会员、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说。
巧合的是，一场美丽的“星月童话”也将在当
日上演。继在今年 6 月 10 日上演“冲日”表演后，
太阳系的“王者”木星升起的时间逐渐提前，成为
夜空中的
“明星”
。到了 8 月，
日落后它从东南方天
空转入西南方天空，
下落时间提前至次日凌晨 0 时
20 分左右，
前半夜是观测的好时机，
其亮度达-2.3
等，
肉眼清晰可见。
“10 日晚，一轮农历七月初十的盈凸月将会
来到美丽的木星身边，上演浪漫的‘星月童话’。
如果天气晴好，有兴趣的公众抬头即可欣赏到木
星遥遥‘托举’着‘月姑娘’漫步苍穹的美丽画
面。由于周围没有其他明亮的天体，这幕天象清
晰度较高。
”
史志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