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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中国-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8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开幕。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
同谱写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的重
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
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双方整体合作由构想变
为现实，向世界发出中拉深化合作、携手发
展的积极信号，并对促进南南合作和世界繁
荣进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方愿同拉
美和加勒比国家一道，以中拉论坛首届部长
级会议为新起点，推动中拉关系在更高水平
上实现新发展。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
界， 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
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
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和平与
发展方向深刻变化的世界。一大批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国
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拉携
手同行、深化合作恰逢其时。 中国同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国土面积之和占世界陆地总面
积的五分之一，人口之和占世界总人口的三
分之一，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八分之
一，这是中拉关系全面深入发展的巨大优势
和宝贵资源。

习近平指出， 中拉论坛是一个新生事
物，犹如一株破土而出的嫩苗，要茁壮成长
为参天大树，需要双方精心培育。 这次会议
的成果将集中反映双方对推进中拉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的政治共识， 确定今后5年中拉
开展整体合作的重点领域和具体措施，并为
论坛建章立制。

习近平指出， 去年7月我在中拉领导人
会晤期间提出的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优
惠性质贷款和中拉合作基金等一系列合作
倡议正在得到积极落实。 中方已着手落实5
年内向拉共体成员提供6000个奖学金名额
和6000个来华培训名额， 以及邀请1000名

拉美政党领导人访华计划和中拉青年领导
人千人培训计划。 中拉科技伙伴计划、中拉
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2016年中拉文化交流
年相关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方欢迎拉共体
成员国积极参与上述合作项目。

习近平就中拉论坛未来发展提出4点建
议。一是坚持平等相待的合作原则和友好协
商、共同建设、共享成果的理念，打牢整体合
作的政治基础。二是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目
标，牢牢把握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争取早期
收获，实现“1加1大于2”的效果。三是坚持灵
活务实的合作方式，通过双多边渠道开展形
式多样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四是坚持开
放包容的合作精神，充分考虑相关各方不同
的利益诉求。我们欢迎拉美和加勒比其他地
区组织和多边机构积极参与中拉整体合作。
中拉论坛不仅有利于双方团结协作和南南
合作，也必将为促进世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
贡献。

习近平指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
了新常态，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保持中高速
增长。这将给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
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 增长机遇、投
资机遇、合作机遇。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10
年内中拉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 中国
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
的目标。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
比国家一道，以长远的眼光，从战略的高度，
共同打造好中拉整体合作这一新平台，牢牢
抓住中拉整体合作的新机遇，共同谱写中拉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哥斯达黎加总统索
利斯、拉共体候任轮值主席国厄瓜多尔总统
科雷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加勒比共同
体轮值主席国巴哈马总理克里斯蒂先后致
辞。

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1月8至9日在
北京举行，会议主题是“新平台、新起点、新
机遇———共同努力推进中拉全面合作伙伴
关系”。

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谱写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会议将确定今后5年中拉开展整体合作的重点领域和具体措施， 并为论坛建章立制
●实现10年内中拉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 中国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2500亿美元的目标

2014年， 注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
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年。

这一年， “新常态” 成为海内外观察
中国经济的一大热词， 为中国经济指明了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逻辑。

这一年，中国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元
年”。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的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召开八次会议，重大改
革接连推出，势如破竹。全年中央确定的80
个重点改革任务中，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占了46个，经济生态领域改革重点突
出，推进有序，取得积极进展。

勇于 “自我革命”
行政体制改革打响 “开头炮”

继2014年国务院首次常务会议将简政
放权作为“开头炮”， 1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
2015年第一次常务会议， 再次将开年的

“开头炮” 轰向审批， 直指“审批难” 的沉
疴， 释放出继续简政放权的强烈信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经济体制
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2014年， 面对“三期叠加” 的新机
遇、 新挑战， 简政放权拉开了深改元年的
大幕， 成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亮点：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截至
2014年底， 已相继取消和下放了9批共798
项行政审批事项；

———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中央层面政府核准事项量减少约76%；

———全面摸清并公布了国务院各部门
行政审批事项， 中央政府首次“晒” 出权
力清单；

———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较上年压
缩了三分之一；

———完全放开非公立医院医疗服务、
低价药品、 电信业务资费等26项商品或服
务价格；

———大力度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 每

年为企业和个人减负约100亿元。
简政放权 ， 让市场活力进一步释

放———自2014年3月全面实施注册资本登
记认缴制以来， 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
1004.71万户， 比上年同期增长16.65%， 平
均每天新注册企业由改革前的6900户上升
至现在的1.04万户， 对稳增长、 促就业发
挥重要作用。

在推进简政放权的同时， 更深层次的
制度改革激发了市场创新动力———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了
《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 （专项、 基金
等） 管理改革的方案》。 统筹科技资源， 建
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 向社会
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
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体制保障
有了良好开端。

敢啃“硬骨头”
关键领域经济改革驶入“快车道”

2015年1月1日，有“经济宪法”之称的
《预算法》正式实施，开启了政府依法理财的
新局面，也将财税体制改革引向纵深。

与此同时， 铁路运输、 邮政服务和电
信业纳入全国营改增试点； 煤炭资源税从
价计征改革在全国实施； 推进环境保护税
立法起草； 完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税
制改革也有序推进。

2014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破土”。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第七次会
议分别审议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按照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
下， 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思路，
全国多地不断推进土地合理流转和适度规
模经营， 创新农业经营主体。 年初， 为此
项改革铺垫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

证登记已在全国全面启动， 农业部宣布力
争五年内完成全部确权颁证工作。

国企改革稳慎推进。 继上海在去年底
率先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之后， 约三分
之二省份也出台相关改革方案， 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
和关联性改革方案正在深入研究。

2014年8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还审议了 《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
薪酬制度改革方案》、 《关于合理确定并严
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 业务支
出的意见》， 推动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
序， 调整不合理的偏高、 过高收入， 根除
按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

2014年收官之际， 广东、 天津、 福建
获批成为继上海之后我国自贸试验区“家
族” 的新成员。 同步扩大的， 还有运行一
年多的上海自贸区试验区域。

一年来， 一系列着眼改善民生的改革
推出， 完善促进小微企业发展、 就业创业
的税收政策、 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等。

筑梦 “APEC蓝”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迎难而上

2015年第一个工作日， 北京市环保局
通报， 2014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85.9微
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4%； 全年PM2.5一级
优天数达93天， 同比增加22天。 2015年北
京提出， 更大力度治理努力使PM2.5年均
浓度同比下降5%左右。

“APEC蓝”，成为2014年最能体现百姓
心声的词汇。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APEC会
议上承诺要实现“APEC蓝”；国家发展改革
委说，到2030年会实现“APEC蓝”；广大国
民更是期盼它能早日到来。

自2014年2月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经济体

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改革
的汇报》 以来， 围绕中央对生态文明制度
建设的部署， 各地区积极行动， 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迎难而上， 积极试点， 稳慎探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山水林田湖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强调自然资源统一保
护和修复的重要性， 以及对自然资源实施
统一管护的思路。

2014年12月22日， 李克强总理签署国
务院令，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将于
2015年3月1日起施行。 全国土地、 房屋、
草原、 林地、 海域等不动产统一登记， 无
疑将进一步扫清自然资源统一管护的产权
管理障碍。

2014年修订通过的环境保护法已于
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 这一环境领域的
基本大法将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明确规定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
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
制， 实行统一规划、 统一标准、 统一监测，
实施统一的防治措施， 释放出更强有力的
环保监控信号。

此外， 2014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 第一次就我国国土环境承载力问
题作出了明确判断， 强调从资源环境约束
看， 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
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走过2014， 迎来2015。 全面深化改革
关键之年， 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中央确定
的经济生态领域8个具有“四梁八柱” 性质
的综合性改革方案， 目前除财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已经通过， 其余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 深化农村改革、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深化住房制度改
革等7个方案仍在等待出台。 新一年， 更需
要一鼓作气， 势如破竹地把改革难点攻克
下来， 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多点突破 积极试点
推进新常态下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述评

据新华社上海1月8日电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8
日对复旦学生林森浩投毒案二审公开宣判： 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一审判决中，林森浩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上海市高级人民院认为， 上诉人林森浩为泄愤
采用投放毒物的方法故意杀人， 致一人死亡， 其行
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依法应予惩处。 林森浩的犯
罪手段残忍， 犯罪后果严重， 社会危害极大。 一审
原判认定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
合法。林森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辩护人的辩护意
见不予采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的意见，应予支持。

林森浩投毒案二审
维持死刑判决

图为习近平出席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并出席中拉论坛首
届部长级会议的哥斯达黎加总统索利斯。

李克强指出，中哥经济互补优势突出，希望两国制
定好双方合作共同行动计划，拿出务实管用的措施。用
好两国自贸协定，扩大经贸往来，促进相互投资。中方愿
将本国优势产能和先进装备与哥方改善交通等基础设
施的需求相结合，拓宽合作领域，打造新的亮点。

索利斯表示， 哥斯达黎加政府把发展对华关系
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欢迎中方投资，愿与中方
共同培育和发展好两国互信互利的关系。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并出席中拉论坛首
届部长级会议的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

李克强指出， 中方支持厄方制定国家工业发展
整体计划，愿利用自身装备制造业等优势，帮助厄方
开展钢铁、冶金、造船等工业建设，助力厄经济发展，
实现互利双赢。 双方要发挥好政府间合作机制的作
用，稳步扩大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培育新的合作
增长点。希望厄方在担任拉共体轮值主席国期间，继
续为促进中拉整体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科雷亚表示，厄中关系是拉中关系的典范，不仅
是经贸合作，更体现在政治互信、人文交流和多边合
作中。厄方愿继续积极致力于推进拉中整体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拉论坛首届部长
级会议的巴哈马总理克里斯蒂。

李克强指出，希望双方挖掘合作潜力，拓宽合作
领域， 创新合作方式。 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合作重
点，加强海洋、渔业、旅游等领域合作。中方鼓励更多
中国企业赴巴开展经贸、投资等合作，欢迎巴哈马企
业来华投资兴业。

克里斯蒂表示， 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以及各领域合作。巴方作为加共体轮值主席国，愿
进一步促进加中关系与合作深入发展。

李克强分晤
拉共体三国领导人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自去年7月至12月底，
为期半年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共从69个国家和地
区成功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其中，缉捕归
案290名，投案自首390名。

公安部部长助理、“猎狐2014” 专项行动领导小
组副组长孟庆丰在8日召开的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
对外通报上述成果。他介绍，从抓获逃犯的涉案金额
来看，千万元以上的208名，其中超过亿元的74名；从
潜逃时间看，抓获潜逃5年以上的196名，其中10年以
上的117名，时间最长的22年。

孟庆丰说，在专项行动中，公安机关共向90余个
国家和地区发出协查请求，派出70余个工作组。专项
行动得到了境外执法机构、 我驻外使领馆及警务联
络官的全力支持，70余个工作组无一失手；先后向泰
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
等国派出30余批次工作组，抓获逃犯229名，占缉捕
总人数的34%。

行动期间，公安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发
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
告》。各地公安机关不断加大劝返力度，有390名逃犯回
国自首；其中，四部门通告发布后，投案自首332人。

“猎狐2014”收官

680名境外逃犯落网
其中74名涉案金额过亿元

近日， 中国第3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在东经163°
46.0'、南纬74°54.7'的罗斯海首次发现新锚地，“雪龙”号
在南极海域多了一个“新家”。图为我国首艘无人智能测
量艇———“海巡166-01”艇在南极罗斯海进行水下地形
测绘。 新华社发

我国首次在南极罗斯海发现新锚地

“雪龙”号南极添“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