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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本报北京 5 月 17 日讯 记者林火
灿报道：为期两天的2014年全国经济体
制改革工作会议 17 日在北京闭幕。会
议明确，今年将继续深化投资体制、资源
性产品价格、财税金融等9个领域改革，
把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向前进。

一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快推进
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精简和下放
投资审批事项，推进投资领域法制化建
设。进一步改善民间投资环境，推出一
批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参与的
示范性项目。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
改革，促进社会资本积极参与铁路建设。

二是推进资源性产品等价格改革，
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放开
一批具备竞争条件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完善和扩大居民生活阶梯价格制度，探索
建立主要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

三是深化财税金融改革。实施全面规
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规范政府举债融
资制度，推进营改增试点、消费税、资源税、
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等税制改革。继续
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放宽金融
机构市场准入，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四是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基
本经济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界定
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
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加快推进电力、油
气、盐业等重点行业改革。

五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重点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社会信用
体系、市场监管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六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相关改革。要以
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序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多元化可
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积极稳妥推进
城镇化改革试点。

七是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扩大服务
业领域对外开放，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改革试点，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体
制机制，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

八是推进社会事业相关改革。深化教
育、医药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住房保障、
收入分配等领域改革，统筹基本公共服务
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九是健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体制。抓

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研究和先
行示范区建设，加大主体功能区制度实
施力度，狠抓节能减排制度建设，推进环
境治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
制，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说:“无
论在长期方案设计方面，还是在解决当
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和问题方面，都
要大胆闯、大胆试，勇于担当，真抓实干，
加快改革举措落地，努力以改革成效取
信于民。”

会议要求，要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的作用，凝聚起最广泛的共识，充分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狠抓贯彻落实，确保完
成2014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

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今年经济体制改革锁定九大任务

包容多元文明 迎对共同挑战
本报评论员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本报北京５月１7
日讯 记者吴佳佳从国
家卫生计生委获悉：自
明年起，空气质量将成
为“国家卫生城市”的硬
性指标。

将 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国家卫
生城市标准（2014 版）》
提出明确要求，环境空
气质量指数或空气污染
指数不超过100的天数
大于等于 300 天，环境
空气主要污染物年均值
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二级标准。

在环境保护相关指
标方面，新标准还提出，
近 3 年辖区内未发生重
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事故；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 100%，杜绝秸秆
焚烧现象；区域环境噪
声平均值小于等于 60
分贝；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一级保护区水质
达标率 100%，安全保
障达标率 100%，城区
内水环境功能区达到
要求，未划定功能区的
无劣五类水体。

新标准还要求，深
入开展无烟场所建设，
做好活禽销售市场的卫
生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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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持续关注水安全话题，今日三版刊登——

“南水”进京能治本吗
今年汛期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全线贯

通。不过，“南水”进京后，水资源供需矛盾仍将制

约北京可持续发展。北京水安全问题的症结是人

口无序过快增长，深层次原因是功能过度集聚。

只有坚定不移地推动首都人口和功能疏解、推动

“城市病”治理向纵深发展，才能找到首都经济社

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平衡点。

5 版

藏品活才能沟通深藏品活才能沟通深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5·18”国际博物馆日。

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如

何让博物馆藏品走进观众、贴近观众，并非各博物

馆现在才开始思考的问题。今年的主题特意强调

藏品与观众的“沟通”，说明在这一方面还有提高

的空间。博物馆的藏品是“活着”的历史，只要用

心讲故事，观众就会产生共鸣。

5月16日，选手在空竹艺术节上进行空竹表演。2014中国·保定国际空竹艺术节近日举行，艺术节上的空竹比赛、空竹技艺展示、
空竹文化长廊展示、空竹产品博览会等系列活动，吸引了来自美国、俄罗斯、南非、日本、韩国等30多个国家的代表队参加。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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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奥运圣火，振扇着“青春”与“梦想”的
臂膀，从雅典飞来。南京，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
对奥林匹克的庄重诺言。

青奥，了解青年的窗口

百年奥运，梦想历程。不断奋进的拼搏精神，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在奥林匹克的舞台上顽强冲
刺，突破自我，“和平、友谊、进步”的共同理想，
在中华儿女与世界大家庭的相融交汇中，熠熠生辉。

2007 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创办青年奥林匹克运
动会。与奥运会相比，青年奥运增添了更加丰富的青
年文化、教育、人文元素，旨在推动体育与文化、教
育的相生相合，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让奥林匹克精
神似水长流。

4 年前，南京从新加坡手中接过青年奥运的旗
帜，提出南京将与全世界的青年人一起，传播“卓
越”、“友谊”和“尊重”，鼓励青少年在体育之外，
感受多样的世界文化，享受奥林匹克运动的快乐。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是南京的
愿望，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倡导绿色、可持续的理念

本次青奥会，南京在青奥场馆的改造和建设上始
终坚持绿色节俭可持续的理念，以“能改不建、能修
不换、能租不买、能借不租”为原则，侧重对体育本
源的追寻和节俭精神的传递。

在铁人三项赛场，南京玄武湖景区正在进行水质
清理，清理、围堰，引入长江中水，确保玄武湖比赛
区域达到二级水质要求。作为市民公园，南京市民都
很期待玄武湖所进行的清淤和水质改造，关心着玄武
湖水质治理的长效化。

在南京奥体中心，记者了解到，本着节约改造成本
的原则，南京奥体为使场馆满足国际赛事的要求，对之
前的设备进行了维修，对大频音响这类器材采用租用的
方法，能租不买，现代五项则借用了舜天的训练场地。

青奥体育公园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李祥说：
“以青奥运动场内的座位为例，一开始，青奥体育场
设计的是固定的座椅，但斟酌到数以万计的座椅用度
是一个不小的数量后，仍是决定向外租赁，一下子就
节约了2000万元。”

青年，在交流中共同成长

不久后，来自 204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4000 名运
动员将踏上青奥赛场，无论成败，我们殷切期待着青
少年敢于拼搏、战胜自我的初生之气。

与以往奥运会不同，南京青奥会的运动员们在比
赛结束后，将参与丰富的文化活动。据了解，奥组委制
定了青年的节日、世界文化村、闪亮的青春、触摸南京、
新媒体实践和城市文化体验等6大系列文化活动。

南京体育学院志愿者形象大使、奥运击剑冠军仲
满坦言，“青少年应珍惜此次难得的机会，感受多彩
的世界文化，在与世界青年的交流切磋中，取长补
短，增进友谊。”

（下转第三版）

办一届绿色、可持续的盛会

南京描绘青奥美丽愿景
本报记者 薛海燕

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总部发表的重要演讲中，明确提出

“多彩、平等、包容”是推动世界不同文
明交流互鉴必须秉持的正确态度和原
则。这是构建平等包容的世界文明新秩
序的重大思想，凝聚了一个文明古国的
历史感悟和现实思考，也展现了一个新
兴大国的泱泱气度和文明自信。

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发
生、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成为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如果世界上只有
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
单调的。”习近平主席这一生动的比喻，
传递出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珍视；“一花
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应当以

平等、谦虚的态度去尊重、了解、欣赏
其他文明的真谛；“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只有在学习、消化、融合、创新中
才能使文明充满生命力。翻开历史，不
同文明的发展壮大永远离不开与其他文
明的交流沟通，才使得人类创造的一切
文明成果成为我们的共同财富并永久
传承。

“多彩、平等、包容”，是远离文明
冲突、实现文明和谐的箴言。有史以
来，人类文明的互动一直以两种面目出
现，其一是对话沟通、和平传播；其二
是碰撞摩擦、对立冲突。选择哪一种方
式，直接关系人类的福祉与未来。今天
的全球政治格局呈现多极多元、多种文
明共存的状态，不同文明的相对力量以

及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彼此
之间最可能出现的就是相互疏远冷淡，
甚至是高度的敌对竞争、激烈的动荡纷
争。与此同时，人类又面临着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
全、核扩散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
要避免“文明冲突”引发的恐慌和威
胁，携手解决共同面对的各种挑战，就
要推动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流
互鉴活动，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疑虑与
隔阂，吸收不同文明中的智慧与营养，
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
界，使人类更加和睦，世界更加多彩。

和而不同、有容乃大，是中华民族
5000 年积累形成的开放包容智慧，使得
中华文明虽历经沧桑仍完整延存，并依

然充满生机、繁荣兴盛。从汉唐盛世的
“ 丝 绸 之 路 ” 到 明 清 两 朝 的 “ 西 学 东
渐”，中华文明不断吸收融合各民族的文
化精华而丰富发展，也不断促进着世界
文明的丰富发展。失去开放包容，人类
文明将失去发展动力，最终僵化衰落。
中国要向世界、向未来贡献新的文明成
果，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
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既要植根
于坚实的民族优秀文化土壤，也要广泛
吸纳世界各文明之精华，宽容面对文化
差异，积极促进文化交流。在竞争比较
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中 华 文明之干将会枝繁叶茂、常青不
老，人类文明之树也将在多元共存的文明
交流中更加欣欣向荣。

空气质量将成国家卫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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