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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中共中央、国
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的意见》。 意见明确了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
意义和总体思路， 要求坚持计划生育基本
国策，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意见提出，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变化，调
整完善生育政策， 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有利于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有利于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意见明确，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基本原

则一是总体稳定，确保政策实施过程风险可
控，确保生育水平不出现大的波动；二是城
乡统筹， 在城乡同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
进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三是分类指
导，在国家统一指导下，各地从实际出发作
出安排； 四是协调发展， 统筹人口数量、素
质、结构、分布的均衡发展，统筹人口与经
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生育政策调整的方法步骤为，根据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各省（区、市）人民政

府在全面评估当地人口形势、计划生育工作
基础及政策实施风险的情况下，制定单独两
孩政策实施方案， 报国务院主管部门备案，
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修订地方
性法规或作出规定，依法组织实施。

意见要求，健全工作机制，完善配套政
策，做好宣传引导，加强组织领导。 要综合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严格控制
政策外生育特别是多孩生育， 严肃查处违
法生育行为。 建立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

影响评估机制， 做好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
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衔接。 进一步完善农
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西部地区“少生
快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等利益导向
政策，实行奖励扶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建
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扶助制度。
妥善解决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指独生
子女发生伤残或死亡、 未再生育或收养子
女的家庭）的生活照料、养老保障、大病治
疗、精神慰藉等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意见

确保生育水平不出现大的波动

俄罗斯南部城市伏尔加格勒一辆无轨
电车30日发生爆炸，致死至少14人。

这是这座交通枢纽城市两天内第二起
恐怖袭击。 伏尔加格勒火车站29日中午遭
遇自杀式爆炸袭击，两起袭击已致至少31
人死亡，70多人受伤。

分析师认为，连续恐怖袭击显示，北高
加索地区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向
俄罗斯腹地蔓延，索契冬季奥运会开幕前，
俄重要目标城市遭受袭击的可能性上升。

又一起恐怖袭击
俄联邦调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上午8时10分， 伏尔加格勒15A号电车发
生爆炸。至少10人死亡，15人受伤。电车完
全被毁。 ”

俄罗斯卫生部官员晚些时候说，死亡
人数增至14人，受伤人数增至28人。

俄罗斯新闻社援引一名调查人员的话
报道，爆炸“在这一时间段发生在无轨电车
上，是另一起恐怖行动”。

联邦调查委员会发言人弗拉基米尔·
马尔金告诉俄媒体记者，调查机构已就恐
怖行为嫌疑和非法携带武器展开刑事调
查。

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发言人德
米特里·佩斯科夫说，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
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已向普京报告新发生
的袭击。 法新社报道，博尔特尼科夫将前
往事发现场。

官方电视台报道，为避免再遇袭击，伏
尔加格勒的上班族放弃乘坐公共汽车和无
轨电车，走路上班。

试图破坏索契冬奥会
联邦调查委员会发言人马尔金30日

晚些时候说，初步判定，一名男性自杀式恐
怖袭击者引爆爆炸装置，调查人员已经发
现并把他的尸体碎片送去接受脱氧核糖核
酸（DNA）鉴定，以确定他的身份。

马尔金说，初步调查显示，爆炸物相当
于4公斤三硝基甲苯（TNT）炸药，其成分
与前一天火车站爆炸袭击所用爆炸物相
同，可能是在同一个地方制作。 他还说，电
车袭击的事件和地点不是“随机选定”。

伏尔加格勒火车站发生爆炸后，俄国
家反恐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初步迹象
显示，爆炸由一名女性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制造”。 联邦调查委员会认定，火车站爆炸

是恐怖袭击， 爆炸相当于10公斤TNT当
量。

两天内发生的这两起袭击暂时均无人
领责。

爆炸发生时， 距索契冬奥会开幕大约
40天。 伏尔加格勒距索契不到700公里，是
连接俄罗斯中央联邦区、伏尔加联邦区、索
契所在南部联邦区的交通枢纽。

伏尔加格勒同样毗邻俄北高加索联邦
区。 这一地区非法武装活跃，是暴力、恐怖
事件多发地。 10月21日，伏尔加格勒发生
自杀式公共汽车爆炸，致死6人，致伤30多
人。俄调查部门认定，爆炸是反政府武装所
为，试图破坏索契冬奥会。

连环袭击或进入一个高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

所所长冯玉军认为，索契冬奥会开幕在即，
北高加索地区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势力针

对冬奥会的大规模、 连环袭击可能会进入
一个高潮。按照他的说法，恐怖分子之所以
选择伏尔加格勒这样的主要城市和交通枢
纽下手， 意在引发较大恐慌和更强烈的政
治效应。

冯玉军说，恐怖分子十分清楚，如果索
契冬奥会成功举办，对普京本人、对改善俄
罗斯国家形象、 展示俄罗斯尤其是南部地
区经济吸引力而言有重要意义， 一旦索契
冬奥会发生恐怖袭击，对普京、对俄罗斯政
府的伤害会很大。

俄罗斯自申办冬奥会成功以来， 加强
在北高加索地区对恐怖势力的打击， 取得
了一定成效。冯玉军说，连续恐怖袭击肯定
会促使俄罗斯当局进一步加强反恐力度，
只是，反恐是一场“不对称战争”，表面上看
到一些平定迹象，但底下恐怖主义、极端主
义思想在一些民众中扩散、 向俄罗斯腹地
扩散。

冯玉军分析说，第二次车臣战争后，车
臣的安全形势好转， 但整个北高加索地区
的反恐形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 而且出
现恐怖袭击向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
伏尔加格勒等内陆城市蔓延的迹象， 非常
值得警惕。

俄罗斯政府已部署数以万计士兵、警
察和其他安全人员为奥运保驾护航。 组织
方承诺，这次冬奥会将是“历史上最安全的
奥运会”。不过，一些分析师认为，俄罗斯重
兵守护索契，可能顾此失彼，给恐怖分子在
其他地方发起袭击以可趁之机。

冯玉军同样认为，冬奥会开幕前，一些
临近索契的城市以至莫斯科这样远离索契
的城市可能成为袭击目标，另外，近年来发
生的莫斯科机场、地铁站爆炸袭击说明，那
些人流密集、外国游客多的场所、交通设施
同样需要重点防范。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俄罗斯再遭恐怖袭击
■伏尔加格勒两天遭遇两次恐怖袭击 ■至少造成31人死亡

12月30日，在俄罗斯南部城市伏尔加格勒，救援人员在无轨电车爆炸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
就俄罗斯伏尔加格勒遭受连环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当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此事向俄罗斯联邦
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致电慰问。

习近平李克强
分别致电慰问

就俄遭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伤亡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审计署30日发布的
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
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206988.65亿
元。 这也是我国首次摸清政府债务底数。

此外， 全国各级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29256.49亿元 ， 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66504.56亿元。 这两类债务均应由债务人以自身收
入偿还，正常情况下无需政府承担偿债责任，属政府
或有债务。

今年8月至9月审计署组织全国审计机关5万多名
审计人员，对中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
划单列市、391个市（地、州、盟、区）、2778个县（市、区、
旗）、33091个乡（镇、苏木）的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
全面审计，共涉及73万多个项目、245万多笔债务。

审计发现，截至今年6月底，中央政府负有偿还
责任的债务98129.48亿元， 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2600.72亿元 ， 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23110.84亿元 ； 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108859.17亿元， 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655.77亿
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393.72亿元。

“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性债务的现状，以
及资产与负债的相互关系看， 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
总体可控。 ”审计署新闻发言人陈尘肇说。

据陈尘肇介绍， 这次审计发现并已依法移送有
关部门处理的涉嫌违法违纪案件线索有51件， 涉案
人员69人，有关处理结果将适时公告。

此前，审计署曾对我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
债务情况进行过全面审计。 审计结果表明， 截至
2010年底， 上述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67109.51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3369.74亿元，
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16695.66亿元。

20万亿元：
我国首次摸清
政府债务底数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30日在北京说，安倍自己关闭了同中国领导人对话
的大门，中国人民不欢迎他，中国领导人不可能同这
样的日本领导人对话。

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后表示， 希望就其参拜行为当面
向中、韩领导人作出说明，并构建同中、韩的友好关
系。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秦刚说，安倍上台以来，在对华关系上玩弄两面
派手法，接连采取损害中日关系大局、伤害中国人民
感情的错误行动。 此次又变本加厉，不顾中方坚决反
对和严正交涉，执意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
神社， 公然背弃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严
重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其所谓“重视”发展对华
关系、希望与中国领导人对话的虚伪性暴露无遗。

“事实上，安倍自己关闭了同中国领导人对话的
大门，中国人民不欢迎他。”秦刚说，安倍现在要做的
是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承认错误，改弦更张。

秦刚指出，安倍参拜甲级战犯，实质上就是要颠
覆东京审判， 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
治历史， 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及二战后的国
际秩序， 是对人类良知的肆意践踏和对公理正义的
狂妄挑衅。对这样的日本领导人，中国人民当然不欢
迎，中国领导人也不可能同他对话。

秦刚指出，安倍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蓄意破坏中
日关系政治基础， 给中日两国交往与合作制造了严
重障碍。中日关系出现今天这样严峻局面，安倍难辞
其咎。

秦刚表示，中日关系是重要的关系。 连日来，日
本国内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 新闻媒体和普通民众
对安倍的错误言行纷纷提出批评和质疑。 他们是重
视中日关系、爱护中日友好的。

他说，相信日本国内有良知、爱和平、重友好者
大有人在。“我们愿同他们一道，本着‘以史为鉴、面
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共同维
护历史正义和中日关系大局。 ”

外交部发言人：
安倍关闭了
中日对话大门

据新华社 “雪龙” 号12月30日电 南极被称为
“暴风雪的故乡”，即使目前正值夏季，暴风雪依然十
分频繁。 从29日晚上起，围困俄罗斯船只“绍卡利斯
基院士”号的这片海域出现暴风雪，中国“雪龙”号等
船只对其的救援工作被迫推迟。

据“雪龙”号船长王建忠介绍，29日晚上赶来的
澳大利亚“南极光”号破冰船，30日凌晨开始破冰作
业，努力试图进入围困俄罗斯船只的浮冰区。 然而，
当其前进到距离被困船只11海里附近时受阻难行，
“南极光” 号目前已退回浮冰区边缘的清水区待命。
截至记者发稿时，“雪龙”号仍然坚守在浮冰区。

俄被困船只救援
因暴风雪推迟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第二次全

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耕地最新数据
为203077万亩，比原来掌握数据增加2亿
亩。 但我国耕地总体质量不高、后备资源
不足的国情没有改变，而草原、滩涂、冰山
积雪等生态空间不断被挤压。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二次全
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世元
3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二次调查
全面查清了我国土地利用现状，掌握了各
类土地资源底数。 截至2009年12月31日，
全国耕地13538.5万公顷（203077万亩）。
此后每年都基于二次调查数据开展变更
调查， 至2012年底， 全国耕地为20.27亿

亩，比原来掌握的耕地数据均多出2亿亩。
王世元说， 尽管二次调查耕地数据多

了2亿亩，但增加耕地相当部分需要安排退
耕，相当数量不宜耕种，相当数量正常耕种

受影响。 我国适宜稳定利用的耕地也就是
18亿亩多。从优质耕地减少情况看，全国城
镇用地增加较快，优质耕地减少较多，后备
耕地资源严重不足。目前上海、天津、海南、
北京未利用土地资源已近枯竭； 江苏、安
徽、浙江、贵州也已很有限。 我国人均耕地
已经从1996年的1.59亩降至2009年的1.52
亩， 下降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3.38亩的一
半。 随着人口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
人均耕地仍处于下降过程中。人均耕地少、
耕地质量总体不高、 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
基本国情没有改变。 必须继续坚持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 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
线并确保实有耕地数量基本稳定。

二次土地调查显示耕地多出2亿亩

耕地质量问题仍然突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记者30日从

中科院获悉，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张仁健课题组与同行合作，对北京地区PM2.
5化学组成及源解析季节变化研究发现，北
京PM2.5有6个重要来源， 分别是土壤尘、燃
煤、生物质燃烧、汽车尾气与垃圾焚烧、工业
污染和二次无机气溶胶，这些源的平均贡献
分别为15%、18%、12%、4%、25%和26%。

研究显示，沙尘天气常对春季气溶胶有重
要影响，而在秋冬季节，来自建设工地的浮尘
和街道的再悬浮尘是土壤尘的主要来源。燃煤
源在冬季贡献最大， 生物质燃烧源贡献春、秋
季较高，冬、夏季较低。 工业污染源贡献在夏秋
季节较高。 硫酸盐、硝酸盐等组成的二次无机
气溶胶在夏季和春季的贡献最高。

北京雾霾
6大来源查明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记者 霍小光
陈菲）2014年新年戏曲晚会30日晚在国家
大剧院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
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
丽等，与首都近千名群众一起观看演出，喜
迎新年的到来。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国家大剧院戏剧
场内欢声笑语、暖意融融，洋溢着喜庆的节
日气氛。 19时45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来到晚会现场， 同前来观看演出的老艺
术家们一一握手，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今年的新年戏曲晚会，不同剧种、不同
流派同台竞献、相映生辉，展现出中华戏曲
艺术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一曲《百花迎春梨园情》拉开了晚会序
幕。 黄梅戏《天仙配》、评剧《谢瑶环》、京剧
《四郎探母》等经典选段，韵味十足。 吕剧
《百姓书记》、豫剧《村官李天成》等反映现

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现代戏， 展示了戏曲
艺术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喜人景象。 晋剧
《打金枝》、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家喻
户晓的唱段， 以艺术的方式表现了脍炙人
口的民间故事。

表现戏曲艺术精湛技艺和高超水平的
打棍出箱、踩跷凳子功、双鞭、武松大闹狮
子楼等绝技表演，引领新风尚、传递正能量
的京歌《同圆中国梦》，获得国家舞台艺术

精品和“文华大奖” 优秀剧目的川剧《金
子》、秦腔《西京故事》，将演出一次次推向
高潮。 晚会在新编京剧《天下归心》演绎的
孝道亲情的故事中落下帷幕。 艺术家和演
员的精湛表演赢得全场阵阵喝彩和掌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
记、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领导同志、国务委
员、全国政协部分领导同志，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等观看了演出。

新年戏曲晚会在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