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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2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22日应约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
仲通电话。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在中越建
交 64 周年、两国人民共迎新春佳
节之际与阮富仲总书记通话。习
近平指出，中越建交 64年来，两国
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得到巩固
和发展。去年以来，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取得一系
列新进展。我为此深感欣慰。

习近平指出，越南是中国周边
重要社会主义邻邦。中越都坚持
共产党领导，政治制度相同、理想
信念相通、发展道路相近。中国党
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发展中越关
系，愿坚持“十六字”方针和“四好”

精神，同越方加强团结、交流、合
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习近平对
发展中越关系提出 6 点建议。一
是保持高层交往；二是深化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三是加强统筹协调；
四是构建互利共赢格局；五是夯实
中越友好民意基础；六是坚持通过
双边谈判和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分
歧，维护南海局势稳定，推动中越
关系稳步向前发展。

习近平积极评价以阮富仲同
志为总书记的越共中央团结带领
越南党和人民所取得的发展成就，
表示相信越南人民在越南共产党
领导下必将顺利完成越共十一大
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

两党领导人互致新春问候，共
祝两国人民幸福安康。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2 日电
据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主任童
道驰日前介绍，去年内地共有 8家
企业在香港交易所进行首次公开
发行，共筹集资金 114.99 亿美元；
有 10 家企业进行再融资，共筹集
资金 59.19亿美元。

截至去年底，在港上市的内
地 公 司 有 182 家 ，包 括 主 板 158
家、创业板 24 家，共筹资 2079.77
亿美元；内地企业（包括 H 股、红

筹股、民营企业）市值占港股总市
值约 57％，成交金额占总交易额
约 70％。

童道驰介绍说，目前内地有
24家证券公司、6家期货公司和 22
家基金管理公司经批准在港设立子
公司，总体运营情况良好，在香港市
场的业务和市值份额逐步扩大，影
响力不断上升。香港已成为内地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
和国际化经营的重要平台。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北京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22日表决通过《北京
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降低 PM2.5首次纳入立
法，“总量控制”是核心内容，法律责任体现“行
刑衔接”“罚无上限”。

据了解，《条例》共八章，为总则、共同防治、
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固定污染源污染防
治、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扬
尘污染防治、法律责任、附则。

《条例》首次将降低 PM2.5 纳入立法，明确
北京市大气污染控制目标是降低 PM2.5 浓度，
细化了机动车污染防治规定，增加防治挥发性
有机物污染、防治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专章设
置“防治扬尘污染”。

《条例》确定削减存量与控制增量相结合的
“双控制度”。在治理措施上实现了由单纯的浓
度控制，向浓度与总量控制并重转变，明确了对
机动车数量和燃煤总量进行控制。《条例》还加强
了处罚等经济惩罚手段，规定了公布违法行为、
纳入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等非经济惩罚手段；试
行排污交易、鼓励高排放机动车淘汰等经济鼓
励措施。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方力介

绍，北京市正进入“以治理PM2.5为重点”的大气
污染防治新阶段，目标是到 2017年，全市 PM2.5
年均浓度下降25％以上，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
左右。2013年，这一指标为89.5微克／立方米。

对比北京市执行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2013 年北京市仅二氧化
硫、一氧化碳达标，PM10、PM2.5、二氧化氮年均
浓度分别超标 54％、156％、40％，夏秋臭氧超
标，2013 年重度以上（5 级、6 级）污染天数 58
天，PM2.5超标最为严重，纳入立法是顺应治理
新形势。

根据《条例》，严重污染空气者将有可能被
追究刑事责任。《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违
反本条例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严重污
染，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北京市人
大常委会法制办主任李小娟接受采访时表示，
该条款本意是构成犯罪不能“以罚代刑”，若污
染行为构成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界限，须依照刑
法进行处罚，“上不封顶”的罚款不能了事。

此外，《条例》在讨论中遵循代表意见，因大
气污染持续性特点，处罚上去掉“封顶数额”，并
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相应的要求公开和
举报的权利。

习近平同越共总书记
阮富仲通电话

内地公司占港股过半市值 降低 PM2.5首次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北京有“法”治霾了

据新华社北京1月 22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 1 月 22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改革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
办法，部署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
产业融合发展，审议通过《南水北调工程供
用水管理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
挥好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支撑
作用，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必须创新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科 研 项 目 和 资 金 管 理 办
法，使财政科研资金突出助优扶强，流向
能创新、善攻坚的优秀团队和符合经济社
会重大需求的项目，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一要把政府引导支持和企业主体作用有
效结合。财政资金积极支持基础前沿、战
略高技术、社会公益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研 究 ，建 立 财 政 投 入 与 社 会 资 金 搭 配 机
制，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对市
场导向类项目突出以企业为主体，自主决
定研发方向、要素配置等。鼓励企业联合
高校和科研院所，既搞基础科研，又搞应用
研究，促进科学与技术、科技与产业融合，
推动成果产业化、市场化。二要简政放权，
简化审批流程。建立公开透明的申报、立
项、评审和批准制度，健全绩效评估、动态
调整和终止机制。强化资金监管，建立科
研信用“黑名单”制度，杜绝一题多报、重复
资助等现象，消除行政化定项目、分资金的
弊端，把资金用到刀刃上。三要着力调动
科研人员积极性。完善科研人员收入分配
政策，健全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
献紧密联系的分配激励机制。推进科技评

价和奖励制度改革，鼓励科研院所、高校和
企业创新人才双向交流。完善和落实促进
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政策，落实
激励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让创造性智力
活动得到应有的回报，让科技创新的核心要
素真正活起来。

会议确定了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
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是加
强创意、设计知识产权保护，健全激励机制，
推进产学研用结合，活跃知识产权交易，为
保护和鼓励创新、更好实现创意和设计成果
价值营造良好环境。二是实施文化创意和
设计服务人才扶持计划，支持学历教育与职
业培训并举、创意设计与经营管理结合的人
才培养新模式，让更多人才脱颖而出。三是
以市场为主导，鼓励创意、设计类中小微企

业成长，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文化创意、设计
服务领域，设立创意中心、设计中心，放开建
筑设计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四是突出绿色
和节能环保导向，通过完善标准、加大政府
采购力度等方式加强引导，推动更多绿色、
节能环保的创意设计转化为产品。五是完
善相关扶持政策和金融服务，用好文化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蓬
勃发展。

会议审议通过《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
理条例（草案）》。强调，一切重大工程不仅
要依法建，还要依法管。草案重点明确了南
水北调工程水量调度、水质保障、用水管理
和工程保护的要求，用法律手段保障调度合
理、水质合格、用水节约、设施安全，确保清
水北上、造福沿线亿万群众。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

财政科研资金要能“四两拨千斤”

北京国贸桥附近的建筑笼罩在雾霾中。 本报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瑞士蒙特勒1月 22
日电 叙利亚问题第二次日内瓦
会议 22日在瑞士西南部的蒙特勒
市开幕。美、俄、中等 30多个国家
的外长，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代表
等出席会议。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叙利亚各
方应拿出政治意愿，做出政治决
断，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借鉴其
他有益经验，在各方诉求之间走一
条符合自身国情、兼顾各方利益的

“中间道路”。
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势力代

表分别在会议上发言。
分析人士指出，与会者名单直

至会议前夕才得以确认，可见会议
举办难度极大。由于立场差异明
显，预计各方将在会议上展开激烈
交锋。尽管如此，会议能够召开表
明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已经奏效，
叙利亚问题仍在朝着政治解决的
方向发展。

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