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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科威特首相时表示

“患难见真交”是中科关系的真实写照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 （记者

钱彤）国家主席习近平 4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科威特首相贾比尔。

习近平请贾比尔转达对科威特埃米
尔萨巴赫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
表示，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有一句谚语：

“患难见真交”。 这是中科关系的真实写
照。中科建交 43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
和地区形势风云变化考验，始终健康稳定
发展，双方是彼此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科关系，愿意同科方
一道努力， 推动两国友好合作迈上新台

阶。 双方要加强交往，增进互信，继续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
坚定支持。双方要着力构建涵盖上中下游
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同时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推动尽早重启
并完成中国－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自由

贸易区谈判，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两国及地区国家
间互联互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

习近平表示，中方高度关注西亚北非
形势。 我们主张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支持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反对以任何形

式发展核武器， 反对干涉海合会国家内
政。中方支持科方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
作用，愿同包括科威特在内的本地区国家
一道，推动有关问题的政治解决，共同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中海、中阿关系不
断取得新发展。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紧贴民生推动新疆
更好更快发展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疆
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要坚定不移推动新疆更好更快发
展，同时发展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落实
到惠及当地上、落实到增进团结上，让各
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
庭的温暖。 ”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
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
战略高度把握新疆发展大势，从全局视
野审视新疆发展战略，为新疆发展得更
好更快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现在有两种不正确的认识： 一是认
为只要发展起来了，一切问题就能迎刃
而解了；二是认为新疆问题多 、情况复
杂，即使发展了一些人也不说我们的好，
不必费这个力了。 这两种认识都有些极
端、不讲辩证。 实践早已证明，发展起来
之后的问题， 一点也不比不发展的时候
少，但不发展，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关
键是要用好发展这把解决问题的 “总钥
匙”，既坚定不移抓发展，又不以发展代
替稳定，而是不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具体到新疆的发展， 有一条必须紧
紧抓住。 这就是，紧紧围绕改善民生来推
动经济发展， 切实解决经济发展同改善
民生、 同促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结合
不够紧密的问题。 发展的目的，最终是让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如何坚持就业第一、增强就业能力？
怎样坚持教育优先、培养优秀人才？ 扶贫
如何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对口援疆工作
怎样才能打造成加强民族团结的工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如何处理好屯垦和维
稳戍边、兵团和地方的关系？ 抓发展、惠
民生，需要把各项工作做到实处、细处。
紧紧围绕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多搞一些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 多办一些顺
民意、惠民生的实事，多解决一些各族群
众牵肠挂肚的问题，人民群众有事干、有
钱挣、有盼头，日子越过越好，就会切身
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

国务院常务会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措施促进创业就业

放活不放任,防止截留改革红利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 6 月 4 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 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措
施促进创业就业，部署石化产业科学
布局和安全环保集约发展，讨论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修订草
案）》。

会议认为，简政放权是深化政府改
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之举。 在
去年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按照《政
府工作报告》 确定的年内再取消和下
放 200 项以上行政审批事项的部署，
针对社会关切，继续下好改革先手棋，
进一步推出新的有力举措， 对于充分
调动企业和社会创业创新创造的积极
性，让政府更好归位、市场更大发力、
群众更多受益，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确
定，一是取消和下放新一批共 52 项行
政审批事项，其中“享受小微企业所得
税优惠核准”，“对吸纳下岗失业人员
达到规定条件的服务型、 商贸企业和
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减免税
审批”等关系投资创业的 34 项审批事
项，有利于减少中间不必要环节，让优
惠政策落地， 释放市场活力；“高等学

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审批”等
涉及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业务的 10 项
审批事项， 将扩大高校办学研究自主
权，推动科研创新；涉及资质资格的 8
项审批事项，有助于降低执业门槛，促
进扩大就业。 二是为进一步提高人力
资源配置效率， 在保持资质资格水平
不降的前提下， 减少部分职业资格许
可和认定。 先期取消一批准入类专业
技术职业资格。 今后，凡没有法律法规
依据和各地区、各部门自行设置的各类
职业资格，不再实施许可和认定。 逐步
建立由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开展
水平评价的职业资格制度。 三是围绕
促进投资创业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
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许可、
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书核发、自
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设
立内资演出经纪机构审批等 36 项工
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
下一步要继续清理和压缩现有前置审
批事项， 将其中的大多数改为后置审
批，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并实行
目录化管理制度，向社会公开，接受监
督。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大

工作落实力度， 既要解决越权越位问
题，又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到放活
不放任，防止截留改革红利。 确保今年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各项目标任务按时
完成。

会议指出， 石化产业是国民经济
的重要支柱，产业链条长，产品覆盖
面广，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在全球
竞争加剧、资源环境约束加大、部分
产品过多依赖进口的情况下，必须遵
循经济规律， 按照安全环保优先、科
学合理规划、提高产业效益、保障能
源安全的原则， 搞好石化产业布局，
使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相促进。 会议
强调，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一经确
定，必须严格执行。 要以现有产业基
地和优势企业挖潜改造为重点，促进
石化产业提质增效升级。 要严格环
评、科学论证，做好项目选址，避免盲
目违规乱上。 切实加强安全环保监
管，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及时排查隐
患。 从严查处环境违法事件。 要加强
信息公开、 科普宣传和解疑释惑，保
障公众知情权， 推动石化产业绿色、
安全、高效发展。

夯实生态文明
的制度之基
———全面深化改革述评之五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系统阐释
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大气、水体、土壤污染治理，扎实推进主要污
染物减排……我国积极深化环保领域改革， 夯实
生态文明的制度之基，碧水蓝天、美丽中国愿景变
得越来越清晰和实际。

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土壤重金属污染、饮水安
全事故频发……我国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气魄，
打响了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的攻坚战和持久战。

环保部与 31 个省（区、市）签订了大气污染
防治目标责任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区域
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已经成立； 中央财政新增
设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首批安排 50 亿元
支持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大气污染治理，继续安
排 6.4 亿元支持 12 个重点城市燃煤锅炉烟尘治
理；全国各省（区、市）迅速行动……

作为百姓“米袋子”“菜篮子”的土壤安全问
题受到公众高度关注。 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
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指出，我国
土壤环境总体不容乐观， 耕地土壤质量堪忧。 环
保部将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启动全
国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和土壤环境保护工程第
一批重点项目，积极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2013 年一年， 环保部发布了国家环保标准
135 项， 使得现行有效国家环保标准达到 1499
项，并对重点控制区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
化工等六大行业以及燃煤锅炉项目执行大气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

推进污染物减排，严格问责是关键。根据我国
“十二五”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各地各部门纷纷出
台减排统计和监测办法。 环保部对未通过减排年
度考核或目标责任书重点项目未落实的 3 省
（区）、3 个企业集团和 6 个城市实行环评限批，
对 43家企业挂牌督办、责令限期整改。

我国 2014 年年度减排任务已经确定，与
2013 年相比，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
量将分别减少 2％，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 5％。 环
保部表示，将加大改革力度，实现管理对象由目前
以企业为主向以地方政府为主转变， 同时督促国
有企业带头落实减排任务， 继续改进污染减排工
作方式和方法，确保完成 2014年度减排任务。

记者顾瑞珍、吴晶晶、罗沙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