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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1 月 23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考察北京冬奥会筹
办工作。他强调，筹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是国家的一件大事。
各有关地方有关部门要着眼于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
盛会，科学合理制定规划，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按进度高质量完成
筹办工作各项任务。

隆冬时节的华北山区，群峰苍茫，银装素裹。23 日上
午，习近平从北京乘专机到达张家口市宁远机场。一下飞
机，就在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张庆伟陪同下，冒着严
寒驱车来到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临时展馆考察。

位于崇礼区的张家口赛区被誉为“华北地区最理想的天然滑
雪区域”。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要比赛场地设在这里。习近平
听取崇礼区地理地貌、自然气候、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情
况介绍，结合沙盘了解赛区主要功能分布，观看赛区规划视频短
片，到展馆外平台远眺冬奥会相关场地规划用地。他对赛区各项
筹办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表示肯定，强调北京冬奥会筹办千头万
绪，首先要按照科学和先进的理念搞好规划。这个规划既有总体
规划，又有专项规划、分区规划，既有工作规划，又有场馆和设施
建设规划，涉及时间和空间的摆布、资源和要素的配置、目标和责
任的分解，需要系统思维和专业素养。

习近平指出，张家口赛区规划要同北京冬奥会筹办总体规划、
北京市筹办规划紧密对接，全面落实北京冬奥会赛事和配套服务
各项功能需求。要周密思考，对已有工作进行分析盘点，该完善的
完善，发挥规划的导向作用。各项规划都要体现节约集约利用资
源、最大限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的原则，不要贪大求全、乱铺摊子。

习近平强调，北京冬奥会所有建设工程都要按照绿色办奥、
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的要求，坚持百年大计，精心设计、
精心施工，按规划和计划推进，做到从从容容、保质保量，确保成
为优质、生态、人文、廉洁的精品工程。比赛设施建设一定要专业
化，配套建设要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中国元素、当地特点，严格落
实节能环保标准，保护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让现代建筑与自然
山水、历史文化交相辉映，成为值得传承、造福人民的优质资产，
成为城市新名片。

习近平指出，河北省、张家口市要抓住历史机遇，紧密结合实施
“十三五”规划，紧密结合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筹办北京冬奥会

带动各方面建设，努力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
离开临时展馆，习近平乘车来到云顶滑雪场考察。他首先

到雪具大厅，了解头盔、雪帽、雪镜、雪服、雪鞋、雪板等各式雪具
的不同功用。大厅里的游客和滑雪爱好者们热情向总书记问
好、向总书记拜年，习近平频频向他们问候致意，祝他们新春快
乐、玩得开心。

之后，习近平来到滑雪场练习区考察，听取比赛场地规划和
改建情况介绍，了解滑雪运动的项目设置、场地要求、技术要领和
比赛规则。得知该滑雪场主要由马来西亚云顶集团投资建设，已
经有一定赛事运行经验，为成功申办北京冬奥会作出过贡献，
习近平对外商表示感谢。他指出，不管投资主体是谁，场馆建设
标准都是一样的，管理考核也是一样的。习近平希望云顶集团认
真落实规划，确保雪道建设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高质量。

一些正在练习的滑雪爱好者看到总书记来了，激动地围了过
来。习近平同他们亲切交流，询问他们的滑雪体验。在一群正在
这里参加滑雪冬令营的少年儿童中间，习近平俯下身子，问他们
多大了、从哪里来、练滑雪难不难，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
在滑雪练习中既勇于挑战，又注意安全。

习近平看望了正在云顶滑雪场集训的国家滑雪队运动员。大
家向总书记汇报了训练和参赛情况，表示要勇攀高峰，争取最好的
成绩。习近平强调，冰雪运动难度大、要求高、观赏性强，很能点燃
人的激情。随着筹办北京冬奥会各项建设和工作深入推进，相信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冰雪运动、关注冰雪运动员，国家会全力为
运动员训练和比赛提供各方面保障条件。希望国家队勇于担当责
任，坚持刻苦训练，不断提高技战术水平，努力为国争光。

习近平指出，人生幸福快乐，强身健体十分重要。中国是一
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体育是重要的社会事业，也是前景十分广
阔的朝阳产业。我们申办北京冬奥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推动我
国冰雪运动快速进步，推动全民健身广泛开展。我们提出，要努
力带动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北京冬奥会是一个重要推动，对冰
雪运动产业也是一个重要导向。希望更多投资者关注中国冰雪
运动产业发展，在经营中壮大实力，在支持中作出贡献。

总书记的殷切希望和热情勉励，使在场所有人都倍感温暖，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王沪宁、栗战书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习近平在张家口市考察冬奥会筹办工作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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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 （记者王立
彬） 新华社 23 日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
意见要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
的节约用地制度，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着力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
护，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

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
格局。

意见明确了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
的总体要求，提出严格建设占用耕地、改进耕地
占补平衡管理、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和保护、健全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强化保障措施和监管考核
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意见》全文见第二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
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
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这是第一部全国市场监管
中长期规划，是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动
市场监管改革创新的行动纲领。

《规划》提出了市场监管的重点任务。一是
营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改革市场准入
制度，建立统一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制度，深化

“先照后证”改革。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推
进“多证合一”，提高便利化服务水平。完善企

业退出机制。为小微企业创造良好环境。二是
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维护全国统一
大市场，推动市场开发共享。加强网络市场、广
告等重点领域市场监管，打击传销、规范直销。
强化竞争执法力度，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
法行为。推动质量监管，实施商标品牌战略。
三是营造安全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加强日常
消费领域、新消费领域市场监管，加强老年人、
未成年人等重点人群消费维权，加强农村市场
监管，健全消费维权机制。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和房地产业对我国经
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两个领域“脱实向
虚”倾向也比较突出，不少金融问题的要害恰恰
就在一个“脱”字上。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各行各业和
各个地区，尤其是实体经济加快发展的“利器”。
通过银行贷款间接融资，通过证券市场实现直
接融资，不仅促成一些企业起死回生，而且帮助
许多企业迅速崛起，有的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和“爆炸式”增长。

然而，金融在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
容易伤害实体经济，还会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
围内自我循环、自我膨胀。所谓“以钱生钱”，既
是金融领域的一个特点，也是许多“聪明人”“聪
明企业”，特别是“看不见的手”尤为喜爱的“魔
方”，好莱坞拍摄的《金钱永不眠》对此多有描
述。拨弄这个“魔方”，能够一夜暴富，亦会倾家
荡产；能够有效促成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
置，亦会“乱点鸳鸯谱”；能够推动居民财产收入
增长，亦会对各行各业的利润做出转移抑或再
分配。一般企业虽然可以借其“助力”，但金融企
业搞起来更加“近水楼台”“得天独厚”，有的还
很“得心应手”。

美国纽约州审计长前不久发布报告称，由
于金融市场充满挑战，上年度华尔街奖金和利
润双双下滑，员工奖金水平同比削减 9%。即
便如此，华尔街员工缩水后的奖金，仍是全美
家庭平均年收入的近 3 倍。我国的情况虽然与
之不同，但有些现象也值得重视。实体经济之

“瘦”与虚拟经济之“肥”，所形成的反差相当
大。许多产业利润微薄，许多行业步履维艰，

但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等往往获利丰厚，一
些人才和资源甚至纷纷“脱实向虚”。长此下
去，实体经济岂能不受伤害？！当然，单是抱
怨金融机构也不对，有时候还要归咎于“无形
之手”的偏颇。

怎么办呢？其一，掌控“有形之手”的管理部
门必须履职尽职，该出手时就出手，采取必要政
策措施，调控和处置好“虚”和“实”的关系，着力
引导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滋润实体经济；其二，眼
光要放长远，生产企业虽然不能赚“快钱”，但是，
对于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其三，金融单位必须强化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
抓紧解决“贷款难”“贷款贵”等问题，坚决遏制资
金“脱实向虚”的倾向，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宗
旨。唯有如此，振兴实体经济才能有好的条件和
环境，才能迈出坚实步伐。

房地产行业的许多事情也是这样。最近召
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房子是给人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一个重要定位。应该
说，“住”为实体经济，“炒”就是虚拟经济了，是
搞“以钱生钱”，并且演变成金融问题。炒房不仅
会加重楼市泡沫风险，还会将房地产业发展引
入歧途，并且恶化实体经济的环境。遏制房地产
炒作必须依靠“有形之手”。

前不久，一些城市再度出现房地产炒作。对
此，有关管理部门及时出台调控措施，限制“炒
房”牟利行为，很快取得明显成效。这就是该出
手时出手了。

掌控“有形之手”的管理部门很多，能否都
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遏制一个“炒”字？既是一
种考验，更需要全社会监督。

金融发展不应脱离实体经济
——着力消除振兴实体经济的误区（三）

本报评论员

放活出灵感 专注铸品牌
——来自家纺服装业机制创新一线的蹲点调研

京津冀要在协同治霾中“找齐”目标 期货资管量增还需提质 2017年我国将扩大去产能行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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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考察北京冬奥
会筹办工作。这是习近平在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临时展馆察看规划沙盘。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考察北京冬
奥会筹办工作。这是习近平在云顶滑雪场亲切勉励参加滑雪冬令营的少年儿童。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新华社济南 1 月 23 日电 2017 年 1 月 23
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第十二届全
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公开宣判，对被告人苏荣以
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
刑七年；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
七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苏荣当庭表示服从法
院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4年，被告人苏
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

晋升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本人直接或通过
他人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16 亿余元；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
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苏荣对共计折合人民
币8027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苏荣已
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均应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鉴于苏荣到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
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
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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