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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科威
特首相贾比尔。

习近平请贾比尔转达对科威特埃
米尔萨巴赫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习
近平表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有一句
谚语：“患难见真交”。 这是中科关系的
真实写照。 中科建交43年来，两国关系
历经国际和地区形势风云变化考验，始
终健康稳定发展，双方是彼此信赖的好

朋友、好伙伴。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科
关系，愿意同科方一道努力，推动两国
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 双方要加强交
往，增进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双
方要着力构建涵盖上中下游的能源战
略伙伴关系， 同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推动尽早重启并完
成中国-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自由贸
易区谈判，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两国及地区国
家间互联互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

习近平表示，中方高度关注西亚北
非形势。我们主张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
系，支持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反对以
任何形式发展核武器，反对干涉海合会
国家内政。中方支持科方在地区事务中
发挥积极作用，愿同包括科威特在内的
本地区国家一道，推动有关问题的政治
解决，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中

海、中阿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
贾比尔表示，科方从战略上重视对

华关系，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打击“三股势力”。 科
方愿意继续扩大和深化两国合作，积极
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提升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
水平，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物流等
领域合作，大力推动海合会-中国自贸
区谈判。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参加第
一批教育实践活动的省区市省级领导
机关和副省级城市机关及其直属单位，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扎实开展办公
用房和公务用车等清理整改，取得明显
成效。

在调整清理办公用房方面，各省区

市省级领导机关和副省级城市机关及其
直属单位应调整清理办公用房总面积
307.7万平米，已调整清理268.9万平米，
整改率为87.4%。其中，天津、山西、吉林、
江西、湖南、四川、贵州、西藏等8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整改完毕。

在清理清退公务用车方面，各省区

市省级领导机关和副省级城市机关及
其直属单位应清理清退公务用车
16557辆，已清理清退16326辆，整改率
为98.6%。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内蒙古、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陕西、甘肃、新疆等20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整改完毕。

习近平会见科威特首相贾比尔

患难见真交是中科关系真实写照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4日致电波罗申
科， 祝贺他当选乌克兰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 中

方重视中乌关系发展， 愿同乌
方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 推进两国各领域务实合
作，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祝贺波罗申科
当选乌克兰总统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4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
简政放权措施促进创业就业，部
署石化产业科学布局和安全环
保集约发展，讨论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

会议确定，一是取消和下放
新一批共52项行政审批事项，其
中“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核
准”，“对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达到
规定条件的服务型、商贸企业和
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
减免税审批”等关系投资创业的
34项审批事项，有利于减少中间
不必要环节， 让优惠政策落地，
释放市场活力；“高等学校博士
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审批”等涉
及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业务的10
项审批事项，将扩大高校办学研
究自主权，推动科研创新；涉及
资质资格的8项审批事项， 有助
于降低执业门槛， 促进扩大就
业。 二是为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

配置效率，在保持资质资格水平
不降的前提下，减少部分职业资
格许可和认定。 先期取消一批准
入类专业技术职业资格。今后，凡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和各地区、各
部门自行设置的各类职业资格，
不再实施许可和认定。 三是围绕
促进投资创业便利化、优化营商
环境，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处理许可、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
格证书核发、自费出国留学中介
服务机构资格认定、设立内资演
出经纪机构审批等36项工商登
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

会议强调，石化产业规划布
局方案一经确定， 必须严格执
行。要以现有产业基地和优势企
业挖潜改造为重点，促进石化产
业提质增效升级。 要严格环评、
科学论证，做好项目选址，避免
盲目违规乱上。切实加强安全环
保监管，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及
时排查隐患。从严查处环境违法
事件。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简政放权促创业就业

自6月3日起，兰新铁路第二双线新疆段开始全面启动动车联调联试，这标志着新疆长达1776公里的首条高铁进入通车倒
计时。 随着铁轨的延伸，穿越大漠戈壁的高铁“拉近”了西域和内地的距离，新疆铁路由此进入动车时代。 图为“和谐号”动车穿
越达坂城风力发电场。 新华社发

新疆首条高铁将开通
高铁穿大漠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
如同一篇大文章，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
谋划和布局。对于新疆来说，发展应向
何处着力？

“要坚定不移推动新疆更好更快发
展， 同时发展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落
实到惠及当地上、 落实到增进团结上，
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
国大家庭的温暖。”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 从战略高度把握新疆发展大势，
从全局视野审视新疆发展战略，为新疆
发展得更好更快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现在有两种不正确的认识： 一是认
为只要发展起来了， 一切问题就能迎刃

而解了； 二是认为新疆问题多、 情况复
杂，即使发展了一些人也不说我们的好，
不必费这个力了。 这两种认识都有些极
端、不讲辩证。实践早已证明，发展起来
之后的问题， 一点也不比不发展的时候
少，但不发展，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具体到新疆的发展，有一条必须紧
紧抓住。这就是，紧紧围绕改善民生来
推动经济发展，切实解决经济发展同改
善民生、同促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结
合不够紧密的问题。发展的目的，最终
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要以为只要
生产总值上去了、大项目上去了就可以
了。如果就业等民生问题得不到有效解
决，如果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民生保障
没有提高，人民群众就会认为发展和自
己没什么关系，发展的根本目的也就难

以达到。
如何坚持就业第一、 增强就业能

力？怎样坚持教育优先、培养优秀人才？
扶贫如何扶到点上、扶到根上？对口援
疆工作怎样才能打造成加强民族团结
的工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如何处理好
屯垦和维稳戍边、 兵团和地方的关系？
抓发展、惠民生，需要把各项工作做到
实处、细处。紧紧围绕各族群众安居乐
业， 多搞一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项
目，多办一些顺民意、惠民生的实事，多
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人
民群众有事干、有钱挣、有盼头，日子越
过越好，就会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
国大家庭的温暖。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载6月5
日《人民日报》）

紧贴民生推动新疆更好更快发展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疆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省区市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单位 清理整改取得成效

据新华社杭州6月4日电 随着绿
城中国的转让，有关马云入股杭州绿城
足球的传闻也变得沸沸扬扬。然而就在
马云与杭州绿城之间的“绯闻”剪不断
理还乱的时候， 广州恒大却意外出现
了。

4日下午，有媒体发微博称数百家
媒体已经收到广州恒大方面的邀请，5
日广州恒大与阿里巴巴将有重大消息
发布， 届时马云将空降广州与许家印
会面，而足球将是双方合作的重点。

6日3日，马云在“来往”中表示：
“其实放不下的东西就千万别拿起来，
走不出来的地方千万别侥幸进去。”随
后自问自答说：“那就去干吧。”这似乎
也预示着马云终于下定了决心， 只不
过最终牵手的或许并不是杭州绿城，
而是广州恒大。

马云或将携手
广州恒大

74个新标准监测城市
空气质量9成多超标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4
日发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
公报》显示，大气、水、土壤污染
状况依然令人忧虑。

最新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依
据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
SO2、NO2、PM10、PM2.5、CO 和
O3六项污染物进行评价，74个新
标准监测实施第一阶段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比例仅为4.1%，
其他256个城市执行空气质量旧
标准，达标城市比例为69.5%。

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3
年我国地表水总体为轻度污染，
部分城市河段污染较重。2013

年全国十大流域的国控断面中，
I至III类、IV至V类和劣V类水质
的 断 面 比 例 分 别 为 71.7% 、
19.3%和9.0%。

我国土地环境形势依然严
峻， 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区
域性退化问题较为严重，全国年
内净减少耕地面积8.02万公顷，
全国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2.95
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30.7%。

环保部、 国土资源部历时8
年完成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的点位
超标率为16.1%， 中度污染占
1.5%，重度污染占1.1%。

《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住房城
乡建设部总经济师冯俊4日表示，发展
共有产权住房， 通过共有产权方式明
确产权人和政府间的产权比例关系，
依据产权比例关系确定上市交易的分
配比例， 目的就是遏制在购置型的保
障房里的牟利空间。

冯俊在此间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

据冯俊介绍， 共有产权住房起到
两个作用， 一个是通过共有产权的方
式， 可以使得一部分群众通过自己支
付一部分钱解决住房问题； 另一个是
规范现在的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
制度，通过这样的机制，遏制在购置型
的保障房里的牟利空间， 使得买下来
这个房子主要是解决住房问题， 而非
投机牟利。

目前，全国已有北京、上海、深圳、
成都、淮安、黄石这6个城市被确定为共
有产权住房试点。冯俊说：“实施过程中
很多问题需要试点来解决，现在有些地
方已经开始准备做方案，尽可能地使试
点工作制度更完善，弊端更少。 ”

通过共有产权方式
遏制保障房牟利空间

住建部：

■前军方领导人塞西
当选埃及总统， 中方表示
祝贺

■奥巴马和乌克兰
当选总统4日在华沙举行
会谈

■美初裁我光伏产品
存在补贴， 中国商务部表
示强烈不满

■德国将对美监听
默克尔启动刑事调查

■泰国重获头号大米
出口国地位

■重庆砚石台煤矿
“6·3”重大瓦斯事故造成
22人死亡 ， 善后工作已
全面展开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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