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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在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家
住新疆和田地区的库尔班·吐鲁木
的长女托乎提汗·库尔班回信，向她
和家人及乡亲们送上祝福，并希望
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疆更
加美好的明天。回信全文如下：

托乎提汗：
你好！看了你的孙女如克亚木

的来信，得知你年近 90 身板还很硬

朗，得知你们一大家 100 多人都过

上了幸福生活，我非常高兴。

咱们新疆好地方，民族团结一

家亲。库尔班·吐鲁木是新疆各族

人民的优秀代表，我小时候就听说

过他爱党爱国的故事，让人十分感

动。多年来，你一直坚持你父亲爱

党爱国的情怀，给后辈和乡亲们树

立了榜样。希望你们全家继续像库

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们一道，做热

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

庭的模范，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

共同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祝你健康长寿、阖家幸福，也请

代问家人和乡亲们好！

习近平

2017年 1月 11日
上世纪 50 年代，新疆于田县农

民库尔班·吐鲁木为表达翻身得解放
的感恩之情，多次想“骑着毛驴上北
京看望毛主席”，后来受到毛泽东
主席两次接见。人们亲切地称他为

“库尔班大叔”。托乎提汗是库尔班
的长女，近日她的孙女如克亚木·麦
提赛地给习近平写信，代她表达了感
谢党和政府关怀、热爱祖国、热爱新
疆、热爱家乡的愿望。

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记者李

宣良） 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
迎新春文艺演出 13 日下午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向在场的军队老同志，向
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新春的祝福。

凯歌声声抒壮志，春意融融情满
怀。今天，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卓越
功勋、为国家和军队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的驻京部队老干部欢聚在中国剧院，共
迎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鸡年春节的到来。

下午 3 时 30 分许，习近平来到老同
志们中间，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
同大家亲切握手，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
体和生活情况，共同回顾过去一年党、
国家和军队事业发展的辉煌历程，展望
强国强军的美好前景。老同志们表示，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积极支持实现强军
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事业，满怀
信心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文艺演出在交响乐与合唱《人民军
队忠于党》雄浑的旋律中拉开序幕。演
出分为《红色基因》《激情岁月》《强军路
上》三个乐章，以光荣和梦想辉映、经典
和时代交响的艺术构思营造出欢乐祥和
的节日氛围。领唱和小合唱《唱支山歌
给党听》《说打就打》《我们共产党人好比
种子》《情深谊长》《跟着共产党走》等老
歌新唱，巧妙融合“文艺轻骑队”为兵服
务的生动场景，热情讴歌人民军队承继
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走过的光辉历

程。才旦卓玛、耿莲凤、克里木、卞小贞、
杨洪基、胡宝善、程志、王秀芬、熊卿材等
老艺术家，登台演唱了《中国中国鲜红的
太阳永不落》《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翻
身农奴把歌唱》等一首首经典歌曲，表达
了对党、对人民军队的一片深情，激起了
老同志的强烈共鸣，全场一次次报以热

烈掌声。领唱和合唱《改革强军进行曲》
《就为打胜仗》等战歌铿锵有力，展现了
全军官兵阔步行进在强军路上的豪迈气
概。歌曲《听党指挥歌》《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万众归心》激越高昂，表达了广大
官兵维护核心、铸牢军魂、砥砺奋进的坚
定决心，把整场演出推向高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
副主席范长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央军委委员
常万全、房峰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
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一同观看。

观看演出的还有军委机关各部门、
驻京大单位和武警部队领导。

1月13日，在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并访问瑞士国际组织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媒体发表题为《深化务实合作 共谋和平发展》的
署名文章。 （详见第二版） 全国春运看铁路，铁路春运看广州。1月 13日，广州的春

运在绵绵细雨中拉开了大幕。
在华南地区最大的高铁车站广州南站，记者看到，从进站

口到候车大厅，人头攒动。与往年春运不一样的是，今年广州
南站在实名制验证区域新增了 18 台票证人自助核验闸机，持
二代身份证的旅客可以通过“刷脸”自助进站。

新技术吸引了不少旅客“尝鲜”。在广州务工的刘寓，在
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将车票正面的二维码朝上，与二代身份证
一起放入闸机插入口，刷票证、抬头看镜头，只用几秒钟就完
成了实名制验证进站过程。“‘刷脸’进站比过去快多了，感觉
特方便。”刘寓兴奋地告诉记者。

今年春运，除了广州南站，广铁集团还在深圳、深圳北和
长沙站新增了一批票证人自助核验闸机。广铁集团客运处处
长陈建平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实行‘刷脸’进
站，以科技产品代替人工查验，一方面可提高实名制验票准确
率，另一方面可以缩短旅客排队验票时间，同时还能满足部分
旅客的无干扰服务需求，带给旅客不一样的体验”。

在广州南站一楼的进站大厅，记者发现“爱心驿站”旁围
着一群旅客。挤进去一看，只见旅客正在和一台智能机器人
对话，萌态十足的机器人不时引来阵阵欢笑。

机器人名叫“小璐”，是今年广州南站春运服务队的
“新兵”。“经过一年多的试用和改进升级，今年春运，我们
一共推出了 5 台智能机器人。”广州南站“爱心驿站”负责
人王娟告诉记者，通过事先植入程序，“小璐”不但可以语
音回答旅客有关列车时刻、购票信息、地点指引等问题，还
可以应旅客所需即兴表演机器人歌舞，深受旅客特别是小朋
友们的欢迎。 （下转第三版）

这个冬天，家住陕西省铜川新区的
钟大爷第一次享受到了集中供热带来的
温暖。铜川也由此结束了没有城市集中
供热的历史。

盼了几十年的事，一朝成为现实。
暖心的温度来自陕西省铜川市近 3 年来
扎实推进“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带
来的服务效率红利。

“今年能够实现大面积集中供暖有
赖于市政府落实简政放权改革措施。”据
负责该工程的华能铜川照金电厂副总工
程师毛献忠介绍，铜川市政府依据“放管
服”改革后制定新文件，大幅简化了工程
建设的各项手续，并将串联式办公改为
并联式审批，为工程节约了大量时间和
上千万元投资成本。

据了解，自 2014 年以来，铜川市市
级部门分 4 批次清理取消 124 项、下放
28 项行政审批事项；深度精简投资项目
审批事项，取消了银行贷款承诺等 18 项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的前置条件，将项目
审批时限全部压缩至 10个工作日以内。

31 岁的钟刚营是铜川市董家河镇
人，过去在南方打工，两个月前回乡创

业。钟刚营说他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
想到一周就拿到了营业执照，二是没想
到现在的管理如此规范严格。原来，几
天前，铜川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
监察支队一行 3 人突然造访他的小吃
铺，进行“双随机”抽查检查，钟刚营因
进货台账票据登记不清被要求即时整
改。 （下转第二版）

中央军委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习近平向全军老同志祝贺新春

一月十三日

，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在北京举行

。

中
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向在场的军队老同志

，向全军

离退休老干部

，致以新春的祝福

。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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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瑞士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陕西铜川：“放管服”带来暖心“温度”
本报记者 雷 婷 张 毅

习近平回信勉励库尔班大叔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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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刷”出新体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3 年多前，中国首个自贸区——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世界瞩目下，犹如
一粒种子破土。如今，1000 多个日夜过
去，自贸区在浦东这片热土上，已是繁花
初现绿意渐浓。

近期，上海全面总结了自贸区设立
3 年来开放创新的成果，“总体达到预期
目标，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在习近平
总书记“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重要指
示的不断激励下，上海自贸区正在成为
我国开放度最高的自贸区。

贸易便利化助企业驶上

“高速公路”

自贸区成立后，各种贸易便利化措
施让企业真正感受到了实惠。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立就像为企
业建起了一条‘高速公路’，企业可以有

序走高速公路，不用走小道，超载也能管
住，政府监管方便了。”上海畅联国际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徐峰说。

对自贸区的贸易便利化，卡尔蔡司
（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区物流总监惠
从原的感受就一个字：“好”。惠从原说，
组合运用新政可以为企业通关节省一个
星期，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自贸区企业能够尽享贸易便利化，
得益于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的
强劲支撑。上海市口岸服务办公室通关
协调处工作人员刘代宇告诉记者，“单一
窗口”于 2014 年 2 月启动试点，已形成
兼具监管和服务特点的 9 大功能板块，
与 22 个部门实现了对接，服务 15 万家
企业。平台还开发建设了自贸专区，实
现“先入区，后申报”，已有超过 1300 家
区内企业试点运作，累计申报进境货物
4万余单，出境货物 3万余单。

制度创新为自贸区注入

持续动力

记者采访了上海发改委副主任朱
民，曾任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的他认为，
自贸区取得的重要成果源自众多制度创
新，进一步激发了市场创新活力和经济
发展动力。制度创新不只是优惠政策，
而是驱动经济长远发展的持续动力。

朱民将众多制度创新概括为以下几
个方面：

——确立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
投资管理制度，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一
致的市场准入方式。负面清单由最初的
190条缩减到 122条，90%左右的国民经
济行业对外资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

——确立符合国际高标准贸易便利
化规则的贸易监管制度，形成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口岸监管服务模式。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实现一线进境货物进出境时间
较全关区平均水平分别缩短 78.5%和
31.7%，物流成本平均降低约 10%。

——确立适应更加开放环境和有效
防范风险的金融创新制度，形成与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创设自
由贸易账户体系，累计开立 6 万个自由
贸易账户，建立宏观审慎管理的资本项
目可兑换操作模式，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利率全面市场化、金融市场开放等重点
领域金融改革。

——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重点的
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透明高效的准
入后全过程监管体系。以综合监管为基
础，以专业监管为支撑，基本建立了市场
主体自律、业界自治、社会监督、政府监
管互为支撑的综合监管格局。

（下转第四版）

成立 3 年多来，100 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区内新注册企业 4 万家——

上海自贸区：繁花初现绿意渐浓
本报记者 沈则瑾

1 月 13 日，国网山东沾化供电公司的作业人员在当地 35

千伏董李线上对线路杆塔进行全面体检。随着春运大幕开

启，当地进一步加强巡检，确保春运期间交通行业安全可靠供

电。 董丽丽摄

（（详见第四版详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