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曼谷12月14日电 （记者 常天童
张春晓）泰国三军最高司令塔那塞14日拒绝反
政府集会领导人素贴希望得到军方支持的要
求，并再次重申军方的行为必须遵守法律。

当天军方在曼谷举办论坛，邀请素贴及一
些重要机构、大学校长、贸易和商业组织、国内
外媒体前来探讨解决目前政治僵局的办法。 素
贴在讲话中再次要求军方站在“人民民主改革
委员会”一方，共同抵制英拉政府，逼迫英拉辞
去看守政府总理的职务。 但塔那塞对素贴这一
要求表示拒绝。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中央城镇
化工作会议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城
镇化发展形势，明确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
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 李克
强在讲话中论述了当前城镇化工作的着
力点， 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具体部署，并
作了总结讲话。

会议指出，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 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
中大国实现城镇化， 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
先例。 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走出一
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
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
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
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

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
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
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
首要任务。 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
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

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
第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解

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从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要求来看，主要任
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
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
镇的素质和能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
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
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
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充分尊重农
民意愿，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优先解
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

第二， 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
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
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
度。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红线包括数量，
也包括质量。城镇建设用地特别是优化开
发的三大城市群地区， 要以盘活存量为
主，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是每
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按照促进生产空间
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
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的合理结构。 按照守住底线、试点
先行的原则稳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第三， 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
制。 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
税种， 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挂钩机制。 放宽市场准入，制定非公
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 鼓励
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 处
理好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价格问题， 既保护
消费者利益，又让投资者有长期稳定收益。

第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推进城
镇化，既要优化宏观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
观空间治理。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
化总体布局做了安排，提出了“两横三纵”
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 我
国已经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
市群， 同时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
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
展形成若干城市群， 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
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推动国土空间
均衡开发。 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
发强度， 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
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
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第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 城市建设水
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 城镇建设，要实事
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
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天人合一的理念， 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
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

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
市历史文脉； 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
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 在促进城乡一
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
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
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 要加强
城镇化宏观管理，制定实施好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有关部门要加强重大政策统筹
协调，各地区也要研究提出符合实际的推
进城镇化发展意见。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
市管理干部，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
知识建设和管理城市。城市规划要保持连
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编制
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要多听取群众意见、
尊重专家意见，形成后要通过立法形式确
定下来，使之具有法律权威性。

会议指出， 城镇化与工业化一道，是
现代化的两大引擎。 走中国特色、科学发
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核心是以人为本，
关键是提升质量，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找准着力
点，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入
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注重中西部地区城
镇化。 要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加强中
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引导产业
转移。在具体工作中，要科学规划实施，加
强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 坚持因地
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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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南非政府发
言人13日说，世人将不会看到已故总
统纳尔逊·曼德拉的遗体下葬过程，因
为他的家人要求不做电视转播。

曼德拉的遗体14日将被运往他
的故乡东开普省， 他所属的腾布部族

15日将举行安葬仪式，大约5000人将
出席仪式。 葬礼将于当地时间15日上
午8时（北京时间14时）开始。

南非政府发言人弗姆拉·威廉
姆斯说，大约2小时的安葬仪式结束
后，按曼德拉家人的要求，只有曼德

拉的家人和亲属才能在场目睹遗体
下葬。

“家人希望曼德拉的葬礼能是一
件家庭私事， 他们不想电视转播下葬
过程， 不希望外人看见遗体入土的一
刻，”威廉姆斯说。

曼德拉今日下葬
安葬仪式“不对外”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按照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
三中全会关于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
议有关要求，国务院今天发布《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对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定位、市场体系建设、行
政许可制度改革、投资者管理、投资者权益保护及监管协作
等六个方面作了规定。

一是充分发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
的功能。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依据证券法设
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主要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
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 境内符合条件的股份公司均可通过
主办券商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份，进
行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资产重组等。

二是建立不同层次市场间的有机联系。 在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的公司，达到股票上市条件的，可以直接向证券
交易所申请上市交易。

三是简化行政许可程序。 挂牌公司依法纳入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管， 股东人数可以超过200人。 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人的股份公司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证监会
豁免核准。

四是建立和完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 积极培育和
发展机构投资者队伍，鼓励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证券投资
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企业年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市场，逐步将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建成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证券交易场所。

五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六是加强协调配合，为挂牌公司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中小企业
可挂牌转让股份

进一步拓展民间投资渠道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会议提出六大任务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3年 12月 14日

第 2013341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46 1000 846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687 160 26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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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校园足球
2012年夏天， 湘涛俱乐部正式

组建U13和U15两支梯队， 俱乐部打
造“百年老店” 的目标稳步进行。
一年后， 当年的U15队便获得了贵阳
市 观 山 湖 区 青 少 年 足 球 邀 请 赛
（U17） 的冠军， 7场比赛攻入5球的
刘沛林获得最佳。

刘沛林不但是衡阳籍球员， 更
是湖南校园足球的杰出代表。

2012年，刘沛林还在衡阳华新中
学读书，由于在衡阳青少年男子足球
队中表现上佳，他被衡阳足协推荐加
入了湘涛俱乐部。 经过1年的正规训
练， 刘沛林进步神速。

“湖南并不是缺人才， 而是要
发掘。 近几年湖南校园足球风生水
起， 我们也要乘上这股东风。” 张旭
如此表示。

2012年益阳成为我省首批省级
校园足球布局城市，基地位于益阳的

湘涛俱乐部立刻行动起来，不但与小
学联合培养小球员，今年更是直接赞
助了益阳市校园足球联赛。10月份，
省青少年校园足球总决赛在株洲进
行，湘涛俱乐部同样指派了教练员前
去观摩。

就在湘涛U13与沅江政通小学进
行友谊赛的同时， 还有另外一个小
学的足球队在场边进行观摩。 这些
都是湘涛“走进” 校园足球的缩影。

俱乐部的一位官员表示： “湘
涛在着力发展青训的同时， 针对校
园足球开展了有益尝试。 目的还是
为夯实省内足球基础， 充分发掘好
苗子 ， 谋求湖南足球的可持续发
展。”

“网罗”湘籍球员
在湖南本地大力“挖掘” 校园

足球的同时， 湘涛俱乐部还从全国范
围内“搜索”湘籍球员。“有好的球员
就想办法给他弄回来，让他们为湖南
效力， 咱们基地已经建成， 条件相
当不错，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张旭

说道。
经过近一年的搜索， 湘涛俱乐部

收获不错。
“一队的周琛崴刚从天津泰达挖

回来， U17也有好几个。” 介绍这些
球员时， 张旭谈起了近期的“挖人计
划”： “贵州有一个小球员特别棒，
是咱们湖南籍的， 在那边打不上球，
我们想把他给买回来。 恒大足校也有
不少咱们湖南小球员， 也都在联系。”

据介绍， 目前正在一队进行军训
的20余名队员中， 湘籍球员达到了7
位。 U13、 U15、 U17三支队伍分别
有14、 16、 18名球员， 其中湘籍球
员分别是9名、 6名和7名， 已经占据
了半壁江山。 这便是“挖掘” 校园足
球和全国范围内网罗湘籍球员双重
努力的成果。

“湖南足球想要发展， 还是要有
自己的球员”， 谈到培养湖南本土球
员的目标， 张旭信心十足地表示：
“5年后， 等现在的U17、 U15、 U13
的小孩成长起来， 我们的本土球员或
能占到总人数的80%。”

虽然湖南湘涛队上赛季的中甲战绩一般， 但本土化进程加快。14日， 湘涛
U13队与益阳沅江政通小学足球队在湘涛俱乐部的基地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湘涛
俱乐部副总经理张旭在场边与记者分享了俱乐部未来发展的本土大计———

“5年后，湘涛将以本土球员为主”
本报记者 王亮

本报记者 蔡矜宜

在北京时间14日进行的NBA常规赛中，虽然
客串控卫的科比送出13次助攻，但他只得到4分，
未能改变湖人队客场以97比122大比分输给雷霆
队的结果，“飞侠”复出3场后依然难求一胜。

9分、20分和4分，这是科比复出以来3场比
赛的得分，场均失误高达6次。很明显，伤停240
天之久，对于“飞侠”而言还未缓过神来。

比赛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首节落后10分，
半场拉至15分，第三节达到20分，整个第四节
成了“垃圾时间”，这样的比赛过程让湖人球迷
感到虐心。由于湖人队控卫全受伤，科比本场不
得不改打控卫。整个上半场，科比只在篮下出手
2次，但送出了7次助攻。湖人队全场比赛占据主
动的时间只有第一节前4分半钟，当雷霆队加强
了杜兰特和维斯的进攻，“紫衣军团” 的防守立
刻被轰垮。毕竟科比还不是从前的科比，湖人队
的整体实力也难以与雷霆队抗衡。

本场比赛， 科比在23分钟的上场时间里仅
得到4分，他的出手集中在中距离，但命中率为
零。在“飞侠”18年的职业生涯中，上场时间超过
23分钟，仅得4分的情况只有2次。

湖人队艰苦的客场之旅才刚刚开始，15日
他们将背靠背对阵位列东区第6的山猫队，科比
之前已经明确表示他不会休战， 不过他同时承
认，自己还没有做好增加出场时间的准备。

97比122负于雷霆，惨遭3连败

湖人陷困境
科比也无奈

泰军方拒绝
支持反政府力量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李特南 蔡矜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湖南、广东、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暂停深圳康泰生物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批号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酿酒酵母）使用。

通知说，近期，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的重组乙型肝炎疫苗（酿酒酵母）在湖
南接种后出现2例死亡病例。目前总局和当地有
关部门正组织对此进行调查。为控制用药风险，
决定暂停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为C201207088和C201207090的重组乙型肝
炎疫苗（酿酒酵母）使用。

通知说，上述二个批号的产品销售到湖南、
广东、贵州三省，要求相关监管部门立即通知辖
区内有关单位暂停使用，防止出现类似事件。

食药监总局：
暂停使用
康泰乙肝疫苗

（紧接1版）去年底，这个村被确定为常德市委扶贫点后，麻纳
峪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全村150个危房户和无房户，今年至少
有50户可搬进“爱心房”；500多平方米的自来水厂今年9月份
投入使用后，受益的群众达3500人；仅用6个月就建成了村里
的双岭小学，使孩子们告别了危房校舍；硬化的村主干道7.5公
里和通组公路5公里，打开了山区百姓致富的通道。

穿行在这个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在为危房户和无房户
粉刷新房，还有不少的村民也趁着有阳光的天气，腌制香肠、
腊肉。在一栋即将竣工的新居前，残疾人何儒家噙着感激的泪
水告诉记者：“我家的新房已经开始铺瓷砖， 马上就可以搬进
去过大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有新房住。 ”

得知市委书记来到了村里，许多村民纷纷围拢了过来。34
岁的养殖大户张庆莲说：“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我养起了生猪，
今年可出栏330多头。 希望能扩大规模，并带动周边的村民一
起靠养殖致富。 ”村民王道金插话道：“我们村的人均耕地不到
1亩，只能靠山吃山，如果能利用退耕还林政策把林业经济做
好， 就是一条发展的长远之计。 ”90岁高龄的村民覃道年说：
“现在村里的主干道都通了，但还有很多小弯弯不通，希望能
把路通到家家户户。 ”老党员张有虞说：“村小建好了，但只是
解决二年级以下孩子的就读问题， 三年级就要送到山下的乡
中心小学去读，陪上一个劳力不说，还要租房子。 ”

听着乡亲们发自内心的希望和要求，王群边做笔记，边解
答乡亲们关心的话题。

采访结束时， 落日的余晖把大山深处的麻纳峪村点缀得
格外美丽。 记者通过一天的走访， 深切感受到麻纳峪村的变
化，得益于常德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扶贫后盾单位的给力和
扶贫牵头单位的恒心。 从村民的张张笑脸中、自信的话语里，
记者能分明感到，这个冬天，对大山深处的麻纳峪来讲，肯定
是个暖冬。

12月14日， 运送曼德拉灵柩的车队从南非东开普省乌姆塔塔机场驶向他的家乡古努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