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
一些中小城镇纷纷提出2020
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标。
国务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
全 国 县 以 上 新 城 新 区 超 过
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

责任编辑 肖丽娟 周倜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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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88 8 4 2
排列 5 16188 8 4 2 8 8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6081 06 07 18 21 33 03+0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下期奖池：3364881401.67（元）

10000000 10000000

00

� � � � 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6.1%，“十三五”规
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说：“目
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9.9%， 未来还要提
高5个百分点，相当于有1亿人在城镇落户，任务
艰巨。”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比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一些地方提出了更加宏伟的目标。国家发展改革
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查显示，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
新区数量3500多个。据该中心此前发布的调查显
示，这些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的研究显示，3500多个新城中，国家级新区17个；各
类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综保区、边境经
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旅游度假区等约500个；各
类省级产业园区1600多个； 较大规模的市产业园
1000个；县以下的各类产业园上万计。

“规划人口34亿，约相当于中国目前人口规
模的2.5倍，足以装下全世界约一半人口。”华南城
市规划学会会长、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
示，这种规划显然脱离实际。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中国人口
的生育高峰已经过去，即便全面放开二胎，人口
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上涨， 城镇化的主要增量来
源于进城农村转移人口。考虑进城意愿、落户能
力等多方面因素，不管怎么算，也填不满34亿人
口的“大坑”。

� � � �如何落实人口规划？西部、西南
部几个地市规划部门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一个重要的
任务就是抢人”。除了进城农村转移
人口， 一些城市也把人口引进目标
聚焦在区域和城市间人口流动上。

中国区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
南开大学教授郝寿义等受访专家表
示， 城市人口规模差别化调控的信
号已经明确， 特大城市严控人口规
模，中小城市加快放开落户制度。随
着特大城市人口“溢出”，对小城镇、
小城市来说， 可能会迎来承接一部
分大城市转移人口的利好。

然而，近期出版的《国家新型城
镇化报告2015》显示，中国农民工流
向地市级以上的占70%以上，流向小
城镇的不到10%。

一些地方不仅面临引进人口难，
还处于人口净流出的“失血”状态。记
者近日在“小吃之乡”福建沙县看到，
在县城新区，数十个楼盘正在促销，即
使一些售出的房子，入住率也并不高。
据该县建设局罗积清总工程师介绍，
目前沙县楼市均价每平方米四五千
元，相对于高峰期房价已接近“腰斩”。

福建省沙县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沙县全县人口26万多，按照规划，

到2030年城关人口要达到35万。“现
在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外出从事小吃行
业，人口不净流出就不错了。”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
授许学强认为， 随着特大城市控制人
口规模以及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
级， 人口出现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流
动的迹象，但要“抢人”，需要硬实力，
很多中小城镇城镇化和产业化脱节，
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 再加上公共服
务供给不足， 造成中小城镇仍在“失
血”。“首先要明确人来了能做什么，而
不是简单把人忽悠到城里买房， 当做
去库存的‘接盘侠’。”许学强说。

3500多个新城容纳34亿人

“重要的任务就是抢人”

� � � �“规划人口的激进扩张，背后是
地方政府对土地指标的狂热追求。”
胡刚表示， 每多一个人进入城镇化
序列， 与此对应的人均建设用地指
标就多。例如，按照目前人均城市建
设用地100平方米计算，20万人口和
40万人口的土地指标差别很大，潜
在的土地出让收益就多， 根由还是
土地财政在作怪。

最新公布的《国土资源“十三
五”规划纲要》显示，“十二五”时期
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约20%，远高
于同期城镇人口11%的增幅，城镇建
设用地增长速度约为同期城镇人口
增幅的180%。

专家指出，规划、土地、人口三者
紧密联系，规划人口“画大饼”，直接的
影响就是房地产过度开发， 去库存艰
难。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的研究显示， 云南某城市
一个新区， 招拍挂土地中， 住宅高达
74.63%， 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只占
15.53%，工业项目只有5.24%。

中原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张大
伟分析， 目前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新
城发展过多偏重于住宅这一单一模
块，34亿的人口规划意味着房地产
市场又要大发展， 将进一步增加难
以消化的商品房库存。

专家指出， 这类行政造城功能

单一， 很难形成持续扩大和升级的
消费需求和服务需求， 不能提供稳
定的就业岗位来吸引人口聚集。中
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蔡翼飞等指出， 以规
定地、以建定需的“拍脑袋”规划，必
然会让土地利用粗放低效。

胡刚等人建议， 应在区域和省
一级对发展方向、 人口规划进行统
筹， 探索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规划
相结合。一些基层干部表示，要根据
实际情况适时对规划进行调整，协
调好“一张蓝图绘到底”和城市实际
发展需要， 注重规划的延续性和科
学性。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亢奋的城市规划根由是土地财政

� � � � 据新华社乌兰巴托7月13日电 当地时间7月13日下午，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抵达乌兰巴托，开始对蒙古国进行正式
访问，并出席在乌兰巴托举行的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

李克强表示，中方一贯重视发展亚欧合作，积极支持蒙方主办
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本届会议取得圆满成
功，为促进亚欧和平合作、共同发展做出积极努力。

访蒙期间，李克强将同额尔登巴特总理举行会谈，分别会见额
勒贝格道尔吉总统和国家大呼拉尔主席米耶贡布·恩赫包勒德，见
证有关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李克强还将同出席亚欧首脑会议的
多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推动中国同有关国家关系发展。

李克强对蒙古国进行正式访问
并出席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

�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财政部、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13日对外发布重新修订的《中央
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更严格的新规从7月1日起施行，
多处修改释放坚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倡导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的重要信号。

财政部行政政法司介绍，新办法进一步明确四类会议定义，更严
格会议审批制度，强调年度会议计划一经批准，原则上不得调整。对
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等确需临时增加的会议，按规定程序报批。

新办法延续现有会期和规模规定， 如一类会议会期按照批准
文件，根据工作需要从严控制；二、三、四类会议会期不得超过2天，
传达、布置类会议不得超过1天。二类会议人员不得超过300人，三
类会议人员不得超过150人，四类会议一般不得超过50人。

严格会议费开支管理，对会议住宿费、伙食费、会议室租
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等会议费实行综合定额控制，
一类会议每人每天760元，二类会议每人每天650元，三、四类会
议每人每天550元，较现行规定均上浮100元。

中央和国家机关7月起迎更严会议费新规

明确四类会议定额标准

苏荣、杜善学、赵少麟、孙兆学
被提起公诉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最高检13日消息，近日，山东省、江
苏省、浙江省、辽宁省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二届全国委员会原副主席苏荣涉嫌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案，中共山西省委原常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杜善学涉
嫌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共江苏省委原常委、原秘书
长赵少麟涉嫌单位行贿、骗购外汇案，中国铝业公司原总经理孙兆
学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提起公诉。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蔡矜宜 ） 近日有消息称， 国足世
预赛12强赛5个主场基本落定， 分
别为沈阳、 西安、 武汉、 昆明，
其中昆明因为“高原优势” 承办
最后两个主场。 对此， 长沙市贺
龙体育中心主任欧震认为该消息
并不确切， “我们已经得到中国
足协通知， 将在8月4日进京参加
国足12强赛主场的竞办陈述。”

13日， 记者在贺龙体育中心
看到， 外场已完成基础铺设， 内
场的砂石底也已经打好。 欧震告
诉记者， 在长沙成为国足12强赛
主场候选城市后， 长沙市委、 市

政府迅速召开了“关于贺龙体育
中心场馆维修整改” 以及“贺龙
体育中心申办国足主场” 的紧急
会议， 目前中心正在按照中国足
协和亚足联的要求进行全方位升
级改造。 “在政府投入5000万元
的基础上， 我们中心又拿出1000
多万元， 正在对贺龙体育中心进
行全方位的改造。”

据了解， 原定7月15日要完成
对体育场的全部更新升级，但由于
近期长沙连降暴雨，工程才有所耽
搁。“不过大雨也很好地检验了我
们改造过的场地。在如此巨大的暴
雨面前，只完成砂石铺设的体育场

完全没有积水。 ”欧震说。
按照亚足联的要求， 国足每

个主场比赛应在赛前3个月完成主
场确认。 目前， 9月6日中国与伊
朗队的首个主场已定在沈阳， 10
月6日对叙利亚队的主场比赛也敲
定在西安举行。 长沙提出申办的
是11月15日中国对阵卡塔尔主场，
中国足协将在8月15日前向亚足联
提交这场比赛的主场名单。

“目前， 我们投入了较大的
人力物力在准备8月4日的竞办陈
述， 毕竟作为中国足球的福地，
我们非常希望长沙能够成为中国
足球腾飞之地。” 欧震说。

国足12强赛主场无长沙？

湖南球迷莫急，仍在竞办中

3500个新城谁来住
新华视点

1

2

3

� � � �在13日进行的中国足协杯1/4决赛首回合比赛
中，江苏苏宁队客场以1比2不敌河南建业队。图为苏
宁队球员吴曦（前）与对方球员拼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