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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在人民
大会堂同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
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
建立中科战略伙伴关系，为新时
期中科关系注入新动力、开辟新
前景。

习近平欢迎萨巴赫第7次访
华，赞赏萨巴赫为中科关系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指出，中
科是患难见真情的好朋友。建
交47年来，双方始终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务实合作的深度和广

度不断延伸，给两国人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当今世界正
处在变革调整的关键期，中方提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
以合作深化共同利益，以融合促
进世界和平，同世界各国实现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把科威特
作为在海湾方向共建“一带一
路”和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合作
伙伴。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坚
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中方将

一如既往支持科方走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科威特是最
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国家。双方要加强
发展战略对接，争取实现合作项
目早期收获。要扩大在能源、基
础设施、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
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安全
和反恐合作。中方愿同科方加
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中国同海湾
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关系稳
步向前发展，共同促进地区和平

稳定。
萨巴赫表示，中国是世界公

认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科威特
珍视同伟大中国的传统友谊和
紧密合作关系，高度评价中国在
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正义，视中
国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科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我此访带来前所未有庞大的代
表团，科方愿同中方在互信的基
础上，本着务实的精神，加强在
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合

作关系，合作建设“一带一路”，
共同促进海湾地区乃至世界的
和平与安全。

会谈后，两国元首见证了多
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双方
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科
威特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
堂为萨巴赫举行欢迎仪式。杨
洁篪、曹建明、王毅、辜胜阻等参
加。 据新华社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
施情况的报告9日上午提交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报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党中
央决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大气
污染防治法，深入实施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取得积极进展。

长三角PM2.5
平均浓度下降34.3%

报告介绍，今年5月至6月，
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分
为4个小组分别赴河南、内蒙古、
山西、陕西、山东、河北、安徽、江
苏等 8 个省区开展执法检查工
作，检查组深入到26个地市，共
召开29次座谈会，听取了地方政
府和有关部门的汇报，实地查看
了107个单位和项目。同时，委
托其他23个省（区、市）人大常委
会开展自查，实现了执法检查全
覆盖。

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
物（PM10）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
降22.7%；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等重点区域细颗粒物（PM2.5）
平均浓度分别下降39.6%、34.3%、
27.7%，珠三角区域细颗粒物
（PM2.5）平均浓度连续三年达
标。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
点区域明显好转，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明显提升。

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明显增强。中央财政加大资金
投入，5年累计安排大气污染防
治专项资金528亿元。各相关部
门分工协作、共同发力，出台20
余项价格、财税、金融等经济政

策，支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顺利
开展。企业治污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依法参
与和监督污染治理的积极性明
显提高。

执法检查报告介绍了大气
污染防治法实施的总体情况、法
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
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有关意见
和建议。

机动车污染
和油品质量监管不到位

报告还提出，重点领域大气
污染防治措施执行不够有力，其
中机动车污染和油品质量监管
不到位。

机动车尤其是重型柴油货

车污染正在成为一些地方大气
污染的重要来源。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四章对机动车污染控制、
车辆监管、油品质量等作了专节
规定。

报告指出，一些重型柴油车
未安装污染控制装置或者污染
控制装置不符合要求，不能达标
排放。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重型
柴油车准入把关不严，监管力量
不足、监管不到位，车辆不正常
安装和使用污染控制装置等违
法情况比较普遍。

在油品监管方面，报告指出
一些地区油品质量源头管控存
在漏洞，对成品油无证生产单
位、非法调和成品油行为监管不
到位，对流通领域的普通柴油没

有明确监管部门、缺乏监管依
据。2017年，有关部门在天津、
廊坊、唐山、保定、邢台等五市开
展的柴油质量抽检中，合格率仅
为47%。

报告还提出，个别地方存在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数据造假
现象；一些城市划定了高污染车
辆禁行区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禁
用区，没有有效执法监管和处
罚。

此外，执法检查报告指出重
点领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执行
不够有力，存在工业污染控制力
度不够、民用散煤污染控制不
力、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不精
细、秸秆综合利用不足等问题。

据新华社电

9日，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厅。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专门加开会议，审议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 执 法 检 查 报

告。这份广受关注的报告，反

映着当前各地贯彻实施大气污

染防治法的现状，提出了中肯

的建议。

就在 2 个月前，全国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围绕中央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

署，把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作为今年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

展开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法律巡

视”，以法律的武器治理污染，用

法治的力量保卫蓝天。

今年 5 月至 6 月，全国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分为 4 个小

组，分赴8个省区的26个地市对

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进行

了检查，并委托23个省区市人大

常委会开展自查。

检查发现，各地各部门贯彻

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

防治取得积极进展，全社会生态

环保意识明显增强。

在河南省林州市，当地一位

领导干部对检查组坦言，每天早

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户看看

窗外的太行山能否看清，“一旦

有雾霾看不见山了，心里马上就

紧张。”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

了一系列压实政府企业治污责

任的措施，明确提出主要领导是

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

责任人，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

好、不能变坏”的责任底线。大

气污染防治法也强化了政府和

企业的法律责任。

“各地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出现了稳中向好的趋势，但是，

许多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问题突

出，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

律规定的责任没有落实到位。”

检查组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程立峰指出。

据新华社电

虚假违法广告
如何欺骗消费者？

今年上半年，我国查处违法广
告1.5万余件，罚没款9.2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36.9%和292.7%。披着
各种“马甲”的虚假违法广告是如何
欺骗消费者的？记者进行了调查。

保健食品广告夸大功效
“喝口神醋，一查囊肿没有

了”“服用减肥胶囊，30天完美变
形”……在一些保健食品广告中，
各种夸大功效、宣传疗效的言辞
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中国消费者协会对保健食品
的消费者认知度调查显示，超六成
消费者不相信所谓的“保健食品”
广告宣传，但是，有些披着“马甲”
的广告经过改头换面，让消费者难
以辨别。例如有的保健食品标签、
外观包装图案与文字、使用说明
书、宣传广告与注册或备案的内容
相差甚远，将保健功能肆意夸大为
具有疾病预防、治疗等功能；有的
未标明适用人群与不适用人群，随
意扩大至适用所有年龄段人群，未
标注“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医药广告带有“表演”性质
“天山雪莲”“明目二十五味

丸”……利用演员扮演“专家”向患者
推荐，并在广告语中保证功效和安全
性，这种带有表演性质的医药广告容
易蒙骗一些病急乱投医的患者。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督
管理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一些医
药、保健品、医疗、投资、收藏等广
告，往往打着讲座、访谈的幌子，
误导消费者、欺骗性更强。要加
强对网站等传播渠道上健康养生
类节目的监管，让“医药广告表演
者”等虚假违法广告无藏身之地。

互联网广告成监管重点
据统计，互联网广告的经营

额已经超过或即将超过传统广告
的经营额。当前，互联网广告已
经越来越多渗透到人们的生活
中，违法现象也屡屡发生。

虚报低价是一种最常见的虚
假旅游广告。近几年，各种网络
平台上发布的旅游促销广告引人
眼球，但由于虚假报价导致游客
与导游、旅行社之间的纠纷不断。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
随着2017年9月全国互联网广告
监测中心启用，广告监测违法率持
续下降，互联网广告监测违法率从
9%下降到目前的1.7%，传统媒体
广告监测违法率在1%以内。

据新华社电

中国和科威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提交审议

PM2.5浓度降幅大 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环保巡视] 河南林州一位领导干部对检查组坦言

“一旦有雾霾看不见山了 心里马上就紧张”

工作人员在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仙宫湖景区内为电动汽车充电。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