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肖丽娟 周倜 李特南 2018年1月18日 星期四
时事·体育 12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 � � � 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供应者、农村宅基地“三权分
置”———2018年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释放的两大信号， 致力于
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更标志
着影响我国城乡社会深远的征地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长期以来，政府主导征地是我国农村土地“农转非”的华山
一条路。按现行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
用于非农建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能单独用作抵押。除农村
集体和村民用于兴办乡镇企业、建设村民住宅和乡（镇）村公共
设施、发展公益事业外，其他任何建设不能直接使用集体土地，
都要通过征收程序将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建设用地。

这一制度在保障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方面作
出了历史性贡献，但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比如，随着征地规模和被
征地农民数量逐年增加，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逐年增多。这与现行法
律法规执行不到位有关，也与征地范围过宽、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安
置方式单一、社会保障不足、有效的纠纷调处和裁决机制缺乏有关。

要缓解征地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一个重要途径是打破对土地
资源的垄断。按照中央部署，将缩小征地范围和留地安置等，让被征地
农民分享城镇化土地增值收益。

缩小征地范围，就是按照我国宪法精神，将征地界定在公
共利益范围内，逐步减少强制征地数量，从源头上减少征地纠
纷的产生， 同时为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留出充
足空间。同时，还要规范征地程序，通过改革完善征地审批、实
施、补偿、安置、争议调处裁决等程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
权、参与权、收益权、申诉权、监督权，进一步规范和约束政府
的征地行为，防止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

政府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供应者，将促其有效摆脱对“土地财
政”的依赖，缓解土地融资风险，对屡禁不止的暴力征迁釜底抽薪。
此外，还将极大释放我国土地红利，增加农民收益，繁荣乡村经济，
乃征地由“痛”变“通”的关键一招。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征地由“痛”变“通”的
关键一招

� � � � 1月17日，“华
龙一号”示范工程
福清核电5号机组
反应堆压力容器
从大连港口运至
福清核电大件码
头开始吊装作业，
预计本月底前安
装就位。 图为当
日，工作人员将福
清核电5号机组反
应堆压力容器进
行水平移动，准备
吊运到运输车上
运往反应堆。

“华龙一号”
反应堆压力容器开始安装

新华时评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扩大“证照分离”改革试点事项探索形
成可复制经验，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确定
进一步支持返乡下乡创业的措施，激活农村
资源要素促进乡村振兴。

会议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从实施
“先照后证”、“多证合一”到不断推进“证照
分离”，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部署、 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破解准入不准营顽疾、
更大释放创业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 会议
决定，在前期已对116项审批事项开展“证

照分离” 改革试点并向全国各自贸试验区
推广的基础上， 由上海市进一步在浦东新
区对商事制度、医疗、投资、建设工程、交通
运输、商务、农业、质量技术监督、文化、旅游
等10个领域47项审批事项进行改革试点，
推进“照后减证”。主要包括：一是凡不涉及
产品质量安全和产业政策的生产许可前置
条件一律取消。 生产许可检验只针对涉及
产品质量安全的指标。 企业提交申请并作
出质量安全承诺后， 可先领取生产许可证
开展生产，再接受现场审查。二是取消社会
办医疗机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
核发等审批， 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床位

数逐步实行自主决定。对港口经营许可、建
设工程设计单位资质许可等16项审批事项
改为实行告知承诺制。三是优服务强监管。
加快推行网上办税，优化发票管理，对小规
模纳税人实行按季申报。会议要求，上海市
要认真落实改革方案， 有关部门要强化支
持指导， 用一年时间形成更多可复制的经
验，向上海全市和全国更大范围推广。

会议指出，进一步支持农民工、高校毕
业生和退役士兵等各类人员返乡下乡创
业，有利于促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更
多人才、技术、资本等资源要素向农村汇聚，
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开辟就业新渠道、培

育“三农”发展新动能。会议确定，在落实好
近年来国务院已出台政策基础上，强化县级
政府主体责任，推出以下新措施：一是加大
政策支持。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可在创业地享
受与当地劳动者同等的创业扶持政策。二是
强化融资服务和场地扶持。将“政府+银行+
保险” 融资模式推广到返乡下乡创业企业。
三是加强培训服务。在农村社区推广政务服
务网上办理、全程帮办。四是实施引才回乡
工程，激励和吸引专家学者、技能人才等回
乡服务。五是建立创业风险防范机制，按规
定将返乡下乡创业人员纳入就业援助、社会
保险和救助体系。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扩大“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确定进一步支持返乡下乡创业的措施 ●激活农村资源要素促进乡村振兴

深圳撤销经济特区管理线

湾区经济“一体化”正加速

� � � � 2010年，国务院批复深圳经济
特区扩大到深圳全市， 这直接加快
了特区内外一体化的速度。 深圳经
济特区的面积也由罗湖、福田、南山
和盐田四区共300多平方公里，扩大
到包括宝安、龙岗等在内的近2000
平方公里，深圳正式进入“大特区”
时代， 原特区关内关外发展差距开

始不断缩小。不过，已有的特区管理
线暂时保留，不再新设。这意味着政
策上的分界线已撤， 形式上的障碍
仍然存在。 由于相关物理设施依然
存在，不仅造成了空间资源浪费，更
成为深圳交通的“肠梗塞”，还带来
了道路、给排水、污水处理等城市建
设的统一规划难题。

� � � �近期，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撤销深圳经济
特区管理线的批复，为促进深圳经济特区一体
化发展，结合特区建设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使
命新任务，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

深圳市委全会近期提出， 到本世纪中
叶，成为竞争力影响力卓著的创新引领型全
球城市的目标任务。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智

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说，深圳经济特
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肩负着为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探路的使命。 从特区建设，到
撤销“二线关”，到“全球城市”定位，中国开
始摒弃“政策洼地”， 核心是打造“制度高
地”，释放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积
极信号。 (据新华社深圳1月17日电）

� � � � 1980年，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为便于管理，1982年， 在特区和非
特区之间用铁丝网修筑了一道管理
线，沿线路面用花岗岩石板铺成，路
北侧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隔离。这道
线将深圳分为特区内与特区外，俗
称“关内”和“关外”。非深圳户籍人
员需办理“边防证”，接受广东边防
官兵检查后方可通过。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特区
管理线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特
区对外实行的一系列税收减免政
策，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政策在特区
内的顺利实施， 既减轻边境一线

的压力，也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由“二线”产生的“关内”“关
外”之分，却形成了深圳“一市两
法”的两重世界：特区内是高楼林
立的现代城市， 特区外则是非城
非村的大工地。

一些深圳市民去关外办事，
交通往往令人头痛。去的时候，关
内的“红的”（红色出租车）师傅不
熟悉关外的路况； 回来的时候，
“绿的”（绿色出租车）又不能进关
内，必须打车到关口换上“红的”。
这些“红的”“绿的”目前正在被新
能源出租车所取代。

“关内”“关外” “一市两法”两重世界

“大特区”时代 “二线”成为交通“肠梗塞”
撤销“二线关” 改革开放试验田打造“制度高地”

我国首次摸清
入海污染源分布

� � � �国家海洋局17日在围填海新闻发布会上公布2017年陆源入海污
染源排查结果， 全国共有陆源入海污染源9600个， 这意味着平均2
公里海岸线就存在一个污染源。

� � � � 2012年以来， 海洋生态环境质
量整体上呈现出企稳向好的积极趋
势。 但是， 近岸海域污染整体上仍
较为严重。

———近岸局部海域污染依然严
重。 近岸海域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
标准的海域面积大于3.7万平方公里。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不容乐观。 实施监测的河口、 海湾等典
型海洋生态系统中， 处于亚健康和不健

康状态的生态系统占比均在80%左右。
———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

状况无明显改善。 五年来， 监测的
入海排污口全年达标率均低于55%，
超过80%的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
境质量状况无法满足所在海域海洋
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

———海洋环境风险仍然突出。 赤
潮年均爆发次数近60次， 浒苔绿潮灾
害持续大规模爆发， 渤海滨海平原地
区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加重， 局部
砂质海岸地区海岸侵蚀加重。

� � �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建设海洋强
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据了解，
未来， 国家海洋局将深入开展入海污染
源整顿工作，通过规划约束、用海控制等
措施不断加大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力度。

———科学选划和设置排污区域。针
对入海排污口设置门槛低、生态要求缺失
的突出问题，将生态安全作为入海污染物
排放第一要求，实施集中排、生态排，科学
选划入海污染物排放区域，出台入海污染
物生态排放的指导意见和技术规程。

———实施入海污染源综合整治。

综合评估并提出非法和不合理设置
入海污染源清单，以地级市为单元制
定整改方案，依法处理非法设置的入
海排污口，分区、分类清理整顿不合
理设置的污染源。

———严格入海污染源监管。 加强对
各类入海污染源设置的事中、事后监管，
并全面实施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
度，形成总量控制、许可证制度等相衔接
的综合政策与制度体系。

———建立污染物入海考核和责
任追究机制。将污染物入海纳入各级
党委、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布局加强近岸海域环境保护

近岸海域污染整体上仍较严重

� � �20名非法“占中”参与者因阻挠执法
人员清场于2017年10月被判藐视法庭

罪。香港高等法院17日对其中16名被告
判刑，刑期最重为即时入狱4个半月。

香港“非法占中”

16名参与者因藐视法庭罪被判监

� � � �俄罗斯东部雅库特地区连日来
遭遇极寒天气，15日部分地点测得
最低气温为零下67摄氏度， 逼近有
记录以来最低值。

雅库特东部的奥伊米亚康村堪称
世界上最冷居住地之一。 奥伊米亚康
的最低气温纪录出现在2013年，零下
71摄氏度。（均据新华社1月17日电）

俄罗斯遭遇极寒

零下67摄氏度逼近历史最低值

� � � �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17日对外公
布《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明确至
2020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三
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全国首个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规划明确，近期目标

是至2020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
园，国家公园体制全面建立。

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
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我
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全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确定

2020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新
华
简
讯

� � � � 近期， 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
线，这条被称为“二线”的管理线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带来更多积极信号。

下期奖池：4509562520.3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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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首尔1月17日电 朝韩双方代表17日在板门店韩
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有关朝方派团参加平昌冬奥会事宜
的次官级（副部长级）实务会谈，并就多项事宜达成一致。

根据双方当天发布的共同报道文件， 朝韩将在平昌冬奥
会开幕式上举“朝鲜半岛旗”共同入场。朝韩还将在女子冰球
项目上共同组队参赛。

朝方将派230余人组成的拉拉队访韩，在平昌冬奥会赛事
期间为朝韩选手加油助威。 朝方拉拉队还将与韩方拉拉队共
同为选手加油。 朝韩双方保障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拉拉队
的活动。 朝方派出的选手团的规模和参赛项目将由国际奥委
会与双方的国家奥委会协商决定。朝方将于1月25日至27日派
先遣队进行实地考察。

朝韩就朝方参加平昌冬奥会多项事宜达成一致

开幕式朝韩将
共举“朝鲜半岛旗”入场

� � � � 2018年澳大利
亚网球公开赛17日在
墨尔本公园球场结束
第三天争夺， 上届亚
军纳达尔轻松晋级男
单第三轮。 张帅和段
莹莹止步第二轮，宣
告中国队“金花”结束
本届澳网女单之旅。

图为纳达尔在比
赛中发球。

� � � � 透 过
深圳经济
特区管理
线铁丝网
拍摄的南
坪快速路
和福龙路。

本 版
图片均为
新华社发

� � � �根据陆源入海污染源排查初步结
果，全国9600个陆源入海污染源中，入海
河流740余条，入海排污口7500余个，排
涝泄洪口1350余个。排查显示，从海域分
布情况看， 东海陆源入海污染源数量最
多， 为4200余个； 南海有3800余个，黄
海、渤海分别有960余个、640余个。此次，
国家海洋局完成了各海域陆源入海污染
源排查，基本摸清入海污染源的情况。

———污染源数量大、 类型多、分
布广。 陆源入海污染源分布较为密
集， 在大陆岸线及海岛均广泛分布。
污染源类型复杂，除入海河流、排涝

泄洪口外，包括入海直排口、排污河
在内的入海排污口数量众多，占排查
污染源总数的78%。

———入海排污口监管不到位。全国
共排查出2900余个养殖排污口， 环保、
渔业和海洋部门均未实施有效监管。结
合海洋督察发现， 全国审批的入海排污
口570余个，仅占入海排污口总数的8%。

———入海排污口不合理设置问题突
出。 虽然海洋环境保护法对入海排污口
的设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但大量排污
口设置未执行相关法律和海洋功能区划
的要求。根据排查结果，全国疑似设置不
合理的入海排污口近2000个，约占入海
排污口总数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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