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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太原12月25日电 一身深蓝色粗布衣
服、一头刚盖住耳朵的短发，在1975年剪掉长辫子
之后，申纪兰4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种在农村最常
见的打扮。她一生不曾离开劳动，即便89岁高龄，每
天还是力所能及地参加劳动。“要和乡亲们在一起，
把根永远扎在农村大地上。”她说，这是她的初心。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山南底
村， 是全国唯一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人，一
生堪称传奇。

她嫁到西沟村时才18岁，婚后第六天就下地干
活，一生信守“劳动就是解放”。上世纪50年代，她带
着十几个姐妹加入互助组， 和男人一样种树开荒，
把男女“同工同酬”变成了现实。

1983年，西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迎
来改革开放后的新起点。2年后，申纪兰带领乡亲们
办起了平顺县第一个村办企业，西沟村逐渐走上了
快速发展道路。现在，西沟村有集体企业4家、民营
企业12家。2018年，村集体可支配收入210万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9800元。

申纪兰对物质生活看得很轻。她住的仍是上世
纪60年代的老房子。 但她却多次将奖金捐给村集
体。她坚持不领厅级干部工资，原来每月只拿村集
体150元补贴，这两年才涨到300元。

“一张清单”打开市场活力之门
———聚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 � � �随着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18年
版）》25日正式公布， 我国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制度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 实现清
单之外所有市场主体“非禁即入”。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有哪些特点？意义何在？如
何落实？

一张清单管准入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是指以清单
方式明确列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和
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级政
府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
排。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
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清单主体包括“禁止准入类”和“许
可准入类”两大类，共151个事项、581条
具体管理措施。对于禁止类事项，市场主
体不得进入，行政机关不予审批。对于许
可准入类事项，由市场主体提出申请，行
政机关依法依规作出是否予以准入的决
定， 或由市场主体依照政府规定的准入
条件和准入方式合规进入。

“将所有分散各处的禁止、许可事项在
一张清单上集成，做到‘一网打尽、一单列
尽’，既清晰表明了市场准入的‘红线’所在，
又明确地给市场主体点亮了‘交通灯’。”重
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升说。

2016年3月，我国制定《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草案（试点版）》，在天津、上海、福建、
广东四省市先行试点。2017年，试点范围扩
大到15个省市。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形
成2018年版负面清单。

与试点版负面清单相比，2018年版
负面清单事项减少177项，具体管理措施
减少288条，大幅压减54%。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余地还很
大。” 商务部条法司副巡视员叶军说，要
以放宽服务业准入为突破口， 推动各领
域市场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宽， 不断缩减
清单事项。

各类市场主体同等准入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后，无

论国企还是民企，无论内资还是外资，无
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一视同仁，享
有同等市场准入条件待遇， 实现规则平
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非禁即入’理
念背后，体现的是‘公平’，即在清单面
前，实现‘人人平等’，清单外领域，做到
‘英雄不问出处’， 这是政府管理方式和
理念的重大变革。”陈升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司长徐善长强
调，有关部门将进一步清理清单之外针对市
场准入环节的审批事项。 负面清单之外，不
得对民营企业设置不合理或歧视性准入条
件，不得采取额外准入管制措施。

今年6月底我国发布了2018年版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徐善长说，外商投
资准入负面清单仅针对境外投资者，属
于外商投资管理范畴； 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是适用于境内外投资者的一致性管理
措施，属于国民待遇的一部分。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 按照内外资
一致原则实施管理。

徐善长说，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制度， 厘清了市场和政府在市场准
入环节发挥作用的边界。

让清单“动”起来

在全国市场实行统一的负面清单，
世界上并无成熟经验可循。 这项创新性
改革，如何落实？

信息公开， 是政策透明度的保障。徐
善长说，已初步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信
息公开机制， 向社会公开有关内容信息，
便于市场主体实时查询。下一步，还将进
一步丰富信息公开内容，不断提升市场准
入政策透明度和负面清单使用便捷性。

清单动态调整，是提高政策科学性的
关键。专家认为，清单管理并非僵化管理，
随着改革开放进展、经济结构调整、法律

法规修订、“放管服”改革推进，针对市场准
入的规制措施也会发生变化。

“让清单‘动’起来，是实现市场准入有
效规制的基础与保证，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注入‘活的灵魂’。”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助理教授任启明说。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万劲松说，为
应对经济运行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坚持底
线思维，保留了对特殊情况下启动市场准入
限制的权限，明确因特殊原因需采取临时性
准入管理措施的，经国务院同意，可作为特
别事项条款，实时列入清单。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要求政府从“重事前审批”转变为“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将监管关口后移。

“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并非放
任不管，而是把激发市场活力与优化市场监
管服务有机统筹，切实把该放的放足，该管
的管好。”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李建伟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 � � �这是广东自贸区的珠海横琴大桥（11月15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肖丽娟

共享单车企业ofo近日深陷 “退押难 ”风波———线
上线下，千万用户排队等待超过10亿元押金退还。共享
单车发展之困再度引发社会关注。

被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的共享单车曾风光
无限。它打通了城市交通的“最后一公里”，被大家寄予
厚望，也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宠儿。一时间，摩拜、ofo、
悟空、小鸣等共享单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场共享单
车的盛宴与资本狂欢上演。

然而，这场盛宴已遭遇寒冬。悟空、小鸣等共享单
车企业纷纷倒闭退场，摩拜“卖身”美团，ofo深陷经营困
难的泥潭……短短两年多时间， 共享单车行业何以急
转直下？

重投放、轻管理，导致共享单车企业无序发展。共
享单车刚出现时，企业和资本争先恐后涌入。融资成功
的共享单车企业，狂热烧钱，盲目扩张，四处投放，跑马
圈地，市场产能过剩。同时，企业对于后期维护服务、用
户押金管理等却做不到位 ， 乱停乱放 、“共享单车坟
场”、挪用用户押金等问题，造成了社会资源浪费，也给
城市管理带来难题。

高昂的运营成本，让依靠“骑行收费”的共享单车
难以持续发展。只能通过不断“烧钱”维持公司存续，形
成“融资、买车、投放”的固定模式。由于盈利不足，2018
年以来，共享单车项目很难再获融资，许多共享单车企
业因缺乏资金而倒闭。此外，一些用户的恶意损坏、侵
占，相关立法滞后等，加剧了企业的艰难。

共享单车良性发展之路究竟在何方？ 政府监管部
门需担负起监管责任，加强部门协调，改变过去多头监
管、无人监管的尴尬局面。加强规划引导，控制行业无
序发展，监督用户押金安全。全社会需树立共享、文明
理念，厚植共享经济良性发展的土壤。

更重要的是， 共享单车企业要善于利用大数据等
进行精准、理性投放，避免盲目跑马圈地。加强行业自
律与管理， 尊重用户和公共利益， 真正让共享单车惠
民、利民。

盛宴过后
共享单车路在何方

� �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王
亮 蒋睿）25日上午，2019“薪火传承·
中国健康跑”启动仪式暨2018湖南省
（韶山） 健身长跑赛在韶山市烈士陵
园景区举行，来自全国17个省市红色
文化名城的代表，全省14个市州及省
直单位、省总工会、韶山市的代表和
社会报名的选手共3000余人热情参
与，湘籍奥运冠军龙清泉和王明娟领
跑。

湖南省（韶山）健身长跑赛由最初
的韶山健身长跑赛发展而来， 已连续
举办33届。本届赛事设12.26公里经典
跑、6公里健康跑以及3公里传承跑（亲
子组）3个项目。迎着冬日的寒风，3000
余名选手火热开跑，有的全力冲刺、挑
战自我，有的惬意慢跑、贵在参与，用
各自的方式享受健身。

最终，白龙安和范小仪分别获得
经典跑男、女组桂冠，健康跑男、女组

的冠军分别是陈志龙和龚丽君，传承
跑的冠军是陈新征、 陈雨彬。

组委会介绍，2019年，湖南省（韶
山）健身长跑赛将升级为“2019薪火
传承·中国健康跑”， 成为国字号赛
事，25日正式启动。活动现场，省内外
的首站城市代表进行了交接旗仪式，
省内的竞赛旗帜由韶山市转交至张
家界桑植县，省外的竞赛旗帜由湘潭
市转交至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

3000选手畅跑韶山

�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王
亮） 今天进行的羽超联赛第7轮争夺
中，湖南华莱队在益阳奥体中心体育
馆以5比0大胜江苏安妮儿队。湖南华
莱队除了女单以2比1丢了1分外，其
他4局均为2比0取胜。

第6轮客场挑战安徽加侨队，湖
南华莱队以2比3惜败。 本轮移师益
阳，湖南华莱队气势大盛。益阳是全
国羽毛球之乡，群众基础深厚，本场

比赛涌入近3000名球迷， 现场氛围
火热。

贾一凡/陈清晨的女双组合率先
亮相，实力占优的“凡尘”组合很快以
15比9、15比7取胜。第二局由周泽奇对
阵国家队男单选手石宇奇， 尽管对手
实力强劲，但周泽奇敢打敢拼，以15比
10和20比18拿下对手。混双项目，何济
霆/刘玄炫以15比4、16比14轻松击败
对手，为湖南华莱队锁定胜利。

女单比赛，益阳安化籍小将周萌
首局以8比15失利， 丢掉本轮比赛湖
南华莱队唯一的1分，但她顶住压力，
以16比14和11比6完成逆袭。第五局，
李俊慧/刘雨辰仅用时15分钟， 便以
15比3、15比8轻松取胜。

本轮战罢， 湖南华莱队战绩为4
胜3负， 其中4个主场保持不败。27日
第8轮， 湖南华莱队将在益阳迎战浙
江能源队。

湖南华莱5比0大胜江苏队5局比赛仅丢1分

把根永远扎在
农村大地上

申纪兰：
� � � � 据新华社拉萨12月25日电 当
孔繁森的名字响起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时，他曾经的同事、现
任那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建
禁不住热泪盈眶。

“远征西涯整十年，苦乐桑梓在高
原。 只为万家能团圆， 九天云外有青
山。”孔繁森生前留下的诗篇，生动概
括了他在高原的工作状态：在藏十年，
由援藏到调藏， 他为西藏的发展呕心
沥血，倾尽所有。他已经去世20多年，
但他留下的那句话———“一个共产党
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已经成为

党员领导干部共同的精神财富。
没人能说得清，孔繁森在西藏做了

多少好事。下乡时，他总是随身携带一
个药箱，靠着在部队掌握的医术，为群
众减轻病痛。一次，看到一名藏族老人
的鞋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他立即
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还有一
次，遇到一名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塞
了咽喉，他将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将痰
一口一口地吸出来……

在他心里，百姓的事、公家的事比
自己的事重要。他的女儿出嫁，为了等
他回家三次推迟婚期，还是没有等到；

但下属结婚，他却忙前忙后，从购买牙
刷牙膏到被子被套添置， 再到让女儿
为人家新房剪出大大的“喜”字，可谓
事必躬亲。雪域高原艰苦的条件，加上
过度劳累，他疾病不时复发，鲜血常常
浸透内裤， 但他咬紧牙关不告诉任何
人，如常工作。

孔繁森是清贫的，也是富有的，在
他工作过的地方， 人们仍在传颂他的
故事。阿里地区孔繁森小学，成为远近
闻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孔书记的
精神， 会在孩子们身上代代相传。”孔
繁森小学校长尼玛卓玛说。

孔繁森：“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 � � � 据新华社香港12月25日电“我
投资、捐款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
望国家兴旺，民族富强。”已故全国政
协副主席霍英东曾深情表白他对国
家的赤子之心。

早在上世纪50年代， 在西方国
家对我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
力“缉私”的情况下，霍英东在香港组
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了
大量急需物资，为抗美援朝和新中国
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之初， 外资大都犹豫观
望， 以霍英东为首的一批港商敢为天

下先，率先到内地投资兴业。在广东投
资建设一个现代化宾馆就是他迈出的
第一步。 在霍英东和广州市政府的携
手合作下，一只“白天鹅”在珠江口振翅
起飞———1983年2月6日， 白天鹅宾馆
开业， 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自
己设计、建造、管理的五星级酒店。

作为香港著名企业家和社会活
动家的霍英东， 积极参与各行各业
改革开放，助力国家腾飞。

香港回归前夕，霍英东运用自己
的社会影响力， 助力香港平稳过渡、
顺利回归；香港回归后，霍英东坚定

拥护“一国两制”，为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霍英东一生酷爱体育。他四方斡旋，
帮助中国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
位；他积极出力，为我国申办亚运会和奥
运会台前幕后奔走；他捐资1亿港元设立
霍英东体育基金，奖励优秀运动员，扶植
发展体育项目和体育科研……

霍英东还捐资10亿港元成立基
金会， 以捐献和非牟利投资形式，资
助内地教育、医疗、文化等多个领域
的建设与发展。霍英东“大慈善家”之
名传遍神州大地。

霍英东： 赤子之心 敢为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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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随着杭黄高铁25日开通运营，
中国铁路将在一周内密集开通10条新线， 新增高铁营业里
程约2500公里， 全国高铁营业里程将达到2.9万公里， 为
2018年献上“收官大礼”。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负责人介绍， 2018年底， 京哈高铁
承德至沈阳段、 新民至通辽高铁、 哈尔滨至牡丹江高铁、
济南至青岛高铁、 青岛至盐城铁路、 杭昌高铁杭州至黄山
段、 南平至龙岩铁路、 怀化至衡阳铁路、 铜仁至玉屏铁
路、 成都至雅安铁路等10条新线即将开通运营， 新增高铁
营业里程约2500公里， 阜新、 朝阳、 承德、 通辽、 牡丹
江、 日照、 连云港、 盐城、 雅安、 丽江等多个城市首开动
车， 铁路部门安排开行新增动车组列车276.5对。

随着这批新线的开通， 2019年1月5日0时起， 全国铁
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调图后， 全国铁路共开行动车
组列车日常线2847.5对、 周末线221.5对、 高峰线382.5对，
对应日常运行图开行动车组列车2847.5对、 周末运行图开
行动车组列车3069对、 高峰运行图开行动车组列车3451.5
对， 高铁运输能力较调图前提升约9%。

新线投入运营后， 部分城市间旅客列车运行时间进一
步压缩。 哈尔滨至牡丹江间全程压缩3小时， 北京至牡丹
江间全程压缩8小时57分， 牡丹江至北京间全程压缩6小时
57分， 通辽至沈阳间全程压缩2小时21分， 沈阳至承德间
全程压缩8小时23分， 北京南至青岛间全程压缩58分钟。

中国铁路年底开通10条新线

高铁里程将达2.9万公里

� � � � 12月25日， 观众在“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型展览” 上参观。

截至当日，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伟大的变
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累计参观人数突破
200万人次。 新华社发

累计参观人数突破200万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 � � � 12月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受联邦政府
部分机构“停摆”影响，白宫附近的国家圣诞树
“闭门谢客”。由于美国国会未能在21日午夜前就
短期拨款法案达成一致，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因经
费用完而“停摆”。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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