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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5月14日电（记者谭晶
晶、王慧慧、梁娟）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
在西安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习近平表示，欢迎莫迪总理对中国
进行正式访问。去年我访问印度期间，
我们就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
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达
成重要共识。两国关系扎实稳步发展，
双方保持高层接触和交往，稳步推进重
点领域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妥善处理好
有关问题，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进行良
好沟通。相信你这次访问将会推动中印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进展。

习近平强调，莫迪总理曾提出要推
动中印关系实现从“英寸”到“英里”的飞

跃。当前，中印都面临实现民族复兴的
历史机遇，中印关系存在实现飞跃的巨
大潜力和现实条件。双方应该顺应历史
潮流和各自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
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习近平为此提出4点建议：一要从
战略高度和两国关系长远发展角度看
待和处理中印关系，加强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的战略协作，携手推动国际秩序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双方可
以就“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等合作倡议以及莫迪总理提出的“向
东行动”政策加强沟通，找准利益契合
点，实现对接，探讨互利共赢的合作模
式，促进共同发展。二要更加紧密地对

接各自发展战略，实现两大经济体在更
高水平上的互补互助，继续成为地区乃
至世界经济增长“双引擎”，携手推动地
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为全球经济增长作
出积极贡献。要重点推动铁路、产业园
区等领域合作，探讨在新型城镇化、人
力资源培训等领域拓展合作。中方鼓
励中国企业赴印投资，希望印方积极为
此提供便利。三要共同努力增进两国
互信，管控好分歧和问题，避免两国关
系大局受到干扰。四要鼓励两国各界
加强交往，增进了解，实施好中印文化
交流计划和印度旅游年活动，继续加强
智库、媒体、青年交流，扩大地方友好往
来，推动构建两国全方位、多层次的人

文合作大格局，使中印友好和合作成为
两国社会共识。

莫迪表示，很高兴去年接待习近平
主席访问印度特别是访问我的家乡古吉
拉特邦，也很高兴此次访华如约来到同
印度有着悠久历史联系的中国古城西
安。印方视中国为伟大邻居，致力于增
进两国互信，密切战略沟通，拓展各领域
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妥善处理有关分
歧。印中关系发展潜力巨大，我们愿同
中方共同努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新的
历史水平。

莫迪说，印度希望继续加强同中国
的经贸关系，密切同中方在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内的合作，相信亚投行将为

本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
用。印度欢迎中国加大对印投资。印方
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
调，密切在多边领域沟通合作，共同促进
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南亚关系密切，
积极支持南亚各国保持友好关系，愿同
包括印度在内南亚各国加强互利合作，
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莫迪表示，印中两国都向南亚有关
国家提供着帮助和支持。中方提出了

“一带一路”倡议，印方同样重视南亚地
区互联互通建设，认为这将促进本地区
的发展繁荣。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这一
领域合作。

习近平在西安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对中印关系提出4点建议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

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
事项的决定》，在前期大幅减少部门非行政许可审
批事项的基础上，再取消49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将84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
审批事项。今后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
审批类别。“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概念退出了历
史舞台。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
取消事项的落实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
出现管理真空，且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审批。
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的事项，不得面向公民、法
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实施审批；审批部门要严格
规范审批行为，明确政府内部审批的权限、范
围、条件、程序、时限等，严格限制自由裁量权，
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要进一步深化
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
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
批事项的决定》

非行政许可审批
退出历史舞台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日前，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修订后的《国家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新
《预案》对建立健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机制，科学有序高效
应对运营突发事件进行了部署。

与2005年实施的《国家处置城市
地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相比，新《预
案》针对近年我国应急管理法规不断完
善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形势，主要从以
下六个方面进行了调整：

一是扩大并重新界定了预案的适
用范围。将适用对象扩大至“城市轨道
交通”，包括地铁、轻轨、单轨、有轨电
车、磁浮、自动导向轨道交通和市域快
速轨道等。将适用范围明确界定为运
营过程中发生的因列车撞击、脱轨、设

施设备故障、损毁，以及大客流等情况
引发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并明确了与
相关预案的衔接。

二是健全了组织指挥体系。
三是完善了监测预警机制。
四是界定了事件分级标准和分级

响应机制。将突发事件划分为特别重
大、重大、较大、一般4个级别，并明确
了划分标准。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大
运营突发事件时，分别启动I级、II级应
急响应，由事发地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应
对工作；初判发生较大、一般运营突发
事件时，分别启动Ⅲ级、Ⅳ级应急响应，
由事发地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工作。

五是提高了处置评估要求。要求
运营突发事件响应终止后，由人民政府
及时组织对事件处置过程进行评估，总

结经验教训，分析查找问题，提出整改
措施，形成应急处置评估报告。

六是完善了应急保障措施。明确
了通信、队伍、装备物资、技术、交通运
输和资金六方面的保障措施，对相关部
门和单位保障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
卢国强）北京市14日公布《北京市轨道
交通禁止携带物品目录》。根据北京地
铁的特点，目录中明确了禁止携带
2000毫升以上的白酒，以及禁止携带
菜刀、铁锹等进入地铁。

目录还首次明确，禁止携带2000毫
升（含）以上白酒，5个（含）以上打火机，10
盒或200根（含）以上火柴，以及包装上带
有易燃、易爆等危险化学品标志的花露
水、洗甲水等日常用品乘坐轨道交通。

国办印发《国家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六管齐下”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北京：菜刀、超量白酒和火柴等禁入地铁

据新华社西安5月14日电（记者薛天、陆立
军）第六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期间，北斗星通
控股子公司和芯星通公司13日发布了新一代高
精度多模多频卫星导航系统级（SoC）芯片-
Nebulas II （UC4C0），这也是全球首款全系
统多核高精度导航定位SoC芯片（见上图），标志
着我国卫星导航芯片迈入国际领先水平。

据了解，和芯星通发布的UC4C0芯片具备全
系统、抗干扰、高输出率等特性，可实现高精度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测量仪器小型化，尤其
适合对体积、功耗、性能和成本有着较高要求的无
人机、GIS（地理信息系统）信息采集、车道级导
航、农机自动驾驶等应用领域的多模多频高精度
定位定向专业应用。

据介绍，在厘米级高精度GNSS导航定位技
术领域，UC4C0芯片在工艺、各项指标等方面均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基于此芯片研制的接收机板
卡在体积上将可缩小一半以上。基于抗干扰、低
功耗、高集成度、高可靠性等几大突出优势，
UC4C0将可满足卫星导航产品规模化应用的需
求，缩短民用高精度终端产品研发周期，降低北斗
使用门槛，对推动北斗产业化具有巨大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北斗星通发布全球首款
全系统多核高精度芯片

在西安经济开发区，“蒜泥科技”的员工在进行研发工作（2015年4月28日摄）。
“蒜泥科技”由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创客”杨少毅和另外两名伙伴在2014年年
初创立，截至2015年4月获得15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成为西安“创客”们眼中成功
的典范。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大学生“创客”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韩洁 申
铖）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14日
联合发布消息，明确从2015年起对城市公交车
成品油价格补助政策进行调整，进一步理顺补
助对象和环节，加快新能源公交车替代燃油公
交车步伐。

通知调整了现行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
政策。一方面，2015至2019年，现行城市公交车
成品油价格补助中的费改税补助数额以2013年
实际执行数作为基数予以保留，暂不做调整。

另一方面，2015至2019年，现行城市公交车
成品油价格补助中的涨价补助以2013年实际执
行数作为基数逐步递减，其中2015年减少15％、
2016年减少30％、2017年减少40％、2018年减
少50％、2019年减少60％，2020年以后根据城
市公交车用能结构情况另行确定。

此外，通知明确，2015至2019年，城市公交
车成品油价格补助中的涨价补助数额与新能源公
交车推广数量挂钩。

三部门调整公交车油补政策

新能源汽车获鼓励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白阳 邹
伟）记者14日从公安部经侦局获悉，“猎狐2015”
专项行动启动一个半月以来，截至目前，公安机关
已从32个国家和地区抓获150名外逃人员，其中
8人潜逃10年以上，44人涉案总价值超过千万元
以上。

在这150人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潜逃境外14
年、中国外逃百人“红色通缉令”的首名落网人员
戴学民。戴学民原任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
上海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因涉嫌贪污于2001年潜
逃出境并“漂白”身份。中国警方获得戴学民于近
期持外国护照潜回国内的线索后，于4月25日将
其缉捕归案。

“猎狐2015”启动一个半月

150名境外逃犯落网

据新华社西安5月14日电（记者
王慧慧 谭晶晶 冯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4日下午在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正式
会见后，两国领导人在西安参观，共话中
印友好历史，就中印文化交流及各领域
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交换意见。

宝寺庄严，梵音可闻。习近平在
大慈恩寺内迎接莫迪，两国领导人先
后参观了大雄宝殿、大雁塔、玄奘三藏
院。习近平表示，去年你专程陪同我
访问你的家乡古吉拉特邦，介绍中国
唐代高僧玄奘在古吉拉特邦研习佛经
的情况。玄奘法师回国后，就在这座
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大慈恩寺是中印
悠久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今天，我
们共同参观大慈恩寺，回顾中印两大
文明交流互鉴、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

历史，就是要推动两国友好交流，为中
印关系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莫迪表示，玄奘法师是印中文化交
流的象征，他的印度之行将印中两国人
民很早就联系在一起。这次西安之行给
他留下深刻印象。结束参观前，莫迪向
大慈恩寺赠送了菩提树苗。

习近平指出，1954年尼赫鲁总理访
华时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赠送了
菩提树，60多年过去了，这棵树已枝繁
叶茂，成为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的一个生
动象征。

参观结束后，古城西安用一场盛唐
气派的入城仪式迎接莫迪。习近平在南
城墙箭楼迎接莫迪，两国领导人共同观
看了体现中印两大文明交相辉映的文艺
演出《梦长安》。

习近平同莫迪
在西安参观

共同观看了文艺演出《梦长安》

印度总理莫迪14
日到访中国，开始为期
3 天的正式访问。这
是莫迪就任总理后首
次访华，也是习近平主
席去年 9 月访印以来
两国间又一次重要高
层互动。

莫迪将先后访问
西安、北京、上海，出席
一系列活动。为何将
西安作为访华首站？
两大文明古国的灿烂
文化将如何在今天相
遇？经贸投资领域将
有哪些进展？这位邻
国总理在与中国打交
道上又有什么心得？

莫迪此次中国之行始于西安。这样
的安排背后，有着别样的故事。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印度进行
国事访问，首站去了莫迪的故乡——古
吉拉特邦。到访当天正是莫迪64岁生
日，他亲自安排并陪同习主席访问自己
的家乡。两人的“散步外交”成为海内外
媒体竞相报道的热点。

当时，习主席向莫迪发出了邀请：下
次访问中国时到他的家乡西安去看看。

与古吉拉特邦一样，西安也是中印
友好源远流长的例证。中国唐代高僧玄
奘就是到古吉拉特邦取经，然后把佛经
带回中国，在西安传经。闻名遐迩的大
雁塔，珍藏着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长安
的经卷、佛像和舍利子。

这次，莫迪“履约”而来，首站到访习
主席的家乡。这样的精心安排，体现了
双方对访问的重视，显示了中印领导人
的个人友谊。

两国领导人将有哪些有意思的互
动？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点一
首站选择西安别具意义

中国的太极与印度的瑜伽，同为东方
文化的精髓，追求的都是身心康健、和谐
包容。习近平主席访印时曾说，中国太极
和印度瑜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国人
民数千年来奉行的生活哲理深度相似。

据印度媒体报道，此次访华期间，莫
迪将与中方领导人出席有关太极和瑜伽
的活动。

身为资深瑜伽爱好者的莫迪，在内
阁中首次设立了瑜伽部长，还在联合国
大会上呼吁设立国际瑜伽日。据说，他
出访时也不忘每天练瑜伽。

“文化是相互了解和理解的一把钥
匙，是两大文明古国交往的根基。”北京
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说。文化
交流和人员往来，也是两国构建更加紧
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

据了解，莫迪访华期间，双方将举行
多场文化交流活动。印度首部海外票房
破亿的宝莱坞电影《PK》（中文名《我的个
神啊》）将在北京举行首映式，中印合拍片
《大唐玄奘》也将同期举行开机仪式。

看点二
当太极遇上瑜伽

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
也是世界瞩目的两大新兴经济体，经贸
和投资合作将是莫迪访华的主题之一。

中印两国在经贸投资领域具有很高
互补性，印度很希望中国发挥优势，在基
础设施和制造业等方面与印度开展更多
合作。

习近平主席去年访印期间，双方决
定推动产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
保、高技术、清洁能源、可持续城镇化等
新领域合作。中方还宣布在印度古吉拉
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建立两个工业园
区，并表示争取在五年内向印度工业和
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投资200亿美元。

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介绍，双方企
业为莫迪这次访华作准备，一系列务实合
作项目正在商谈中，如果届时能够达成一
致，初步估计不会少于100亿美元。

“以两个工业园区为基地，以中国的
高铁、制造业等为龙头，两国经贸投资领
域的合作，将是这次访问的最大看点之
一。”姜景奎说。

看点三
经贸和投资合作大单

这不是莫迪第一次来到中国。
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12年
里，他曾多次访华，学习中国的发展
经验并招商引资。他领导的古吉拉
特邦经济增长率创印度各邦之最，被
誉为“印度的广东”。

虽然印度国内和国际上都有些
不太一样的声音，但莫迪领导的印度
政府显然对推动两国合作很有兴
趣。这次访华前，莫迪展开“微博外
交”，拉近与中国民众的距离。

“你好中国！期待通过微博与中
国朋友们互动。”4日，莫迪的新浪微
博“第一声”引发“强势围观”，转发近
9000次，评论上万条。截至12日晚
共发了8条微博，吸引4万多粉丝。

网民“寒茅雪”留言说：“莫迪总
理，欢迎您访问中国。希望中印友
好，和平解决争端，没有在桌面上解
决不了的问题。中印携手共进，创造
美好的明天。”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看点四

莫迪的“中国经”

莫迪访华几大看点
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正式会见后，在西安参观大慈恩寺。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