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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 23 日
表示，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两个月来，空军在东海防空识别
区一直保持常态化空中巡逻，加
强对防空识别区的有效管控，履
行空军使命任务。

申进科介绍，在近日组织的一
次远海巡逻中，空军出动多型飞
机，对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多型
外国军机进行警戒监视、查证识
别、跟飞取证和语音警告。他指

出，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是
为保障国家空防安全提供足够的
预警时间，其要义在于防卫，不针
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空
军对飞经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航空
器进行识别和查证，是防御性措
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申进科表示，春节将至，空军
一如既往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一
以贯之坚持空防空管一体、军民
一体、全域一体，保卫国家空防安
全，保卫人民平安幸福。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
财政部 23 日发布数据显示，2013
年 全 国 公 共 财 政 收 入 129143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0.1％，完成全年
收入预算并略有超收。

2013 年，中央财政收入经历
了先降后升的“V 形”反转，全年收
入 60174 亿元，同比增长 7.1％，占
全国财政收入的 46.6％；地方本级
财政收入 68969 亿元，同比增长
12.9％。

财政收入中，全年税收收入
110497 亿元，同比增长 9.8％；非税
收入 18646亿元，同比增长 12.1％。

主要税种中，增长较快的有
企业所得税 22416 亿元，同比增长
14％；个人所得税 6531 亿元，同比
增长 12.2％；车辆购置税 2596 亿
元，同比增长 16.5％。

地方其他税种方面，受房地
产成交量增加带动，契税 3844 亿
元，增长 33.8％；土地增值税 3294
亿 元 ，增 长 21.1％ ；耕 地 占 用 税
1808 亿元，增长 11.6％；城镇土地
使用税 1719 亿元，增长 11.5％。

支出方面，2013 年全国公共
财政支出 139744 亿元，同比增长
10.9％。

中国空军在东海防空识别区
保持常态化空中巡逻

去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9万亿元

小年到了，除夕近了，慈
母盼着游子回家又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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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烟花爆竹”当成共识
近日频繁遭遇雾霾的古城西安，从省人大代

表、省政协委员，到普通市民，纷纷发出或响应“春
节不燃放烟花爆竹”的倡议，承诺“低碳”过节，从
我做起减少雾霾。（见 1 月 22 日《陕西日报》）

面对雾霾天气频频来袭的尴尬困境，“不燃放烟
花爆竹”应当成为全民共识。每年春节期间，烟花爆
竹几乎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燃放烟花爆竹，早已
成为广大群众在节日期间必不可少的一项娱乐活
动。要革除这一传承多年的习俗，绝非易事。

不过，我们也欣慰地看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告别传统鞭炮，选择安全环保的电子鞭炮。传
统鞭炮不仅容易造成空气污染，也屡屡成为引发火
灾等伤亡事故的“导火索”，从而给国家和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惨痛损失。相比之下，电子鞭
炮健康、环保，而且也满足了我们迎新的喜庆愿望。
选择电子鞭炮过年，不仅彰显了公众安全意识的提
升，同时也意味着当下全社会大力倡导的低碳、环
保、绿色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透过安全环保的电子鞭炮，不由得让我们想到
近年来较为流行的电子贺卡、电子鲜花等环保、绿色
的礼品。我们也希望更多公众不仅要在春节期间着
力践行“低碳”生活，过一个时尚的低碳春节，更希望
广大群众在平时的每一天里，都能自觉地践行低碳
生活理念。⑧7 （周 歌）

对“偷票房”要零容忍
近年来，中国电影票房屡创新高。然而红火背

后，却有一只偷漏瞒报票房的黑手。据统计，每年的
票房数据都比实际情况要“缩水”10%左右，偷漏瞒
报现象成为业界潜规则，严重影响国家财税收入与
创作者积极性。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

《电影院票务管理系统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和《关
于加强电影市场管理规范电影票务系统使用的通
知》，此举被视作打击偷漏瞒报票房现象的重拳。（见
1月 22日《人民日报》）

斩断“偷票房”黑手需多方努力。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发布的技术规范方面的办法和通知，各执
行单位必须一以贯之地执行。但仅有技术规范还不
够，监管部门还得有更严格的处罚制度，一旦出现

“偷票房”并查实即停业多少天、多少月，违规影院投
资商多少年内不得新建影院，院线或影院负责人“下
课”并记入从业黑名单等。否则即使技术规范跟上
了，若监管有漏洞，处罚仍不力，还会有人为利益铤
而走险。

片方与发行方也应挺起腰杆，谁“偷票房”，除翻倍
罚款或愤而起诉之外，还应该停止向其供片，让它无片
可放，而观众则应理直气壮地拒绝废票、手写票、涂改
票或“张冠李戴票”，拒绝无票入场，或者举报“偷票房”
者，为电影创作者的劳动成果得到尊重、知识产权得到
保护，为整个电影业形成一种良性有序、公平竞争、利
益共享的机制，尽一份力。⑧7 (何勇海）

别让“过年负担”阻挡团圆脚步
□任小康

山东德州交警查获了一辆农用三轮车，车上
简陋的塑料布的遮盖下拉了一家老小 12口人，
车主丁黎明称准备从天津回安徽亳州过年，行程
达 3000里，而从天津到德州已经走了 7个小时。
执勤交警没有厉声批评，而是当即为他们联系宾
馆和购买大巴车票。（见 1月 22日《中国青年报》）

近 40 亿人次的人口大迁徙，总让“春运”这
个话题五味杂陈。有辛酸，南阳农民工王新周从
北京返乡，上火车前没有吃晚餐，12 小时的旅
程，只靠一袋砂糖橘充饥；有无奈，尽管在火车上
没有座位，甚至没有立锥之地，但不少人依然得

掏钱买全价票；也有感动，无论是游子从远方为
父母捎上一件新衣，还是广东加油站为返乡农民
工的摩托车免费加油，还是德州交警对返乡农民
工的“雪中送炭”，都让人眼眶湿润。

踏上返乡之路的那一刻起，亲情互动便显得
更加急迫和真实。其实，亲情互动的符号载体往
往充满质朴的味道，也无须苛刻的外在条件。丁
黎明没有买到火车票，但他仍然想回到数千公里
之外的老家，和父母亲戚们团聚。一台农用三轮
车，上面盖上两层塑料布，车斗里垫上几层玉米
苞叶，再铺上两床被子——这就是一家 12口的
交通工具，别说舒适度，连起码的安全都难以保
证。

无论是丁黎明“义无反顾”的返乡之旅，还是

交警们的热情相助，都令人感动，这份执着、这份
温暖，会让我们的传统节日更加富有人情味，更
加充满正能量，激发人们参与亲情互动的热情。
然而，也有很多人因为给予亲情互动太多的附加
因素，正在为团聚而焦虑着，为回家而犹豫着。
有媒体抽样调查 100位不同身份回家过年的在
京务工人员，有五成受访者表示，回家的预算已
经达 5000 元到 10000 元，甚至还有 3 万多元的。
四成人表示，回家的花销已经成为“团圆的负
担”。

过年团聚已不是简单的过节方式，而是一种
沉淀于民族内心的文化观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家
庭亲情的内在纽带。丁黎明们的故事令人泪奔，
击中了人们的情感软肋，重新唤起人们对家庭、

亲情的思考。在城乡鸿沟还远未填平的当下，往
往是父母在这头，自己在那头，一年中相聚的时
间甚少，父母老去，他们眼中对亲情互动的渴望
也愈加强烈，留给年轻一辈徘徊、犹豫的机会其
实已经不多。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样的
遗憾永远无法弥补，唯有好好珍惜当下。很多时
候，亲情互动缺的不是能力和渠道，而是动力和
意愿，尽管坚硬的现实压缩了社会互动的空间，
限制了人们的情感表达，但我们依然可以创造出
一个又一个亲情互动的载体。即使存款不多，无
车无房，我们也要坚定地回到家人身边，一桌团
圆饭，几句知心话，就是最好的亲情互动和心灵
旅行。⑧7

1 月 21 日，湖北武汉一处工地热闹非凡，
包工头为了照顾工人们的用钱习惯，特地从银
行取了 125 万元现金，每捆 10 万元的新钞票

“砌成”了一堵墙，然后 70 多名农民工依次进
来领工资。（见 1月 22日《武汉晚报》）

按道理讲，快过年了，给大家发钱，应该是
一件高兴的事情，再者说，由于很多农民工不
会用银行卡，他们对这种很“喜庆”的现金发放
工资的方式，当然也很是买账。

但凡事都应该多想一想，125 万现金分给
70 多名农民工，平均每人 1 万多元，而现场一
对夫妇表示，他们两个人可以领到七八万元。
由此可见，这次发的钱不太可能是上一个月的
工资，农民工工资还没有普遍高到那个程度，
而更可能是上年度拖欠的部分。也就是说，工
地只是在还清对农民工的欠账。

根据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
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
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该工地这次高调地

“马上发钱”，同时也印证了其违法在先的事
实。也许农民工对于拖欠工资已经习惯了，满
意度的阈值很低，年底能拿到钱已经是欢天喜
地了，但笔者从这件事情中，真感受不到值得
高兴之处。

临近年终，很多单位都在发福利、发分红，
按说也是正常现象，但与往年相比，类似的视觉
刺激却越来越多：1月 14日，四川凉山州冕宁县
复兴镇建设村召开 2013 年分红大会，分红金额
达 1311.5 万元，重达 312 斤的人民币现金一捆
捆整齐地放在台上，340 余户入股村民排队领

钱；1月 20日，山东济南一有机茶园近百万大钞
现金“堆积如山”，村民排长龙领取现金……

当然，现场发人民币更排场、更能吸引眼
球，也算是主办者展示财大气粗形象的策略。
但这样的财大气粗展示，怎么看都有一种“土
豹子”式的笨拙，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使
用现金的频率应该越来越少，而代之以转账等
更文明、更安全的方式，若反其道而行之，把摞

“钱山”成一种风尚，用原始代替现代，怎么说
都是一种不开化的现象。

而更让人忧虑的是，无论主动或被动，当
人们争相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一座座高高耸立
的“钱山”时，金钱的魅力无疑会得到最直观的
展示，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不可一世的话语

霸权。可想而知，当面对着自己可能一辈子也
挣不到的钞票时，惊叹之余，对于金钱的信仰
肯定会占据更多人的心灵，心浮气躁之下，还
能有从正常生活中寻找乐趣的心情吗？

所以说，工地摞起“钱山”来“马上发钱”，
看似迎合了浓郁的年味儿，实质上却是对法律
与正常价值观的双重挑战。作为相关执法部
门，对于类似现象不能视而不见，而是要认真
查一下，直接发现金，在摆阔与炫耀的掩护之
下，有没有偷逃税款的现象？而作为围观者，
对于这种摆阔的表演，则无须太当一回事儿，
现代人就要活得像一个现代人的样儿，要懂得
欣赏与创造金钱之外的价值，而不能被“土豪”
的价值观牵着鼻子走。⑧7

“马上发钱”的双重忧虑
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秘书处处长傅贤达几乎

每个周末开着公车去打高尔夫球，引发公众哗然。记
者联系上傅贤达本人，其承认私用公车，表示开公车
去打高尔夫确实不对，不过自己并未违法，因为没有
规定说公车该怎么用。（见1月22日《南方都市报》）

“公车私用”应该说不算稀奇，不过，公车私用被
曝光了，当事人却仍然如此理直气壮，多少有些让人
觉得意外。这位处长对于公车私用回应，未尝不是
暴露了公车私用的真实生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
还是讲出了大实话。

公车与私家车在外观甚至车牌号码上都并无明
显区别，“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连公车私
车的识别都是件难事儿，要想明白公车究竟在干啥，
其实更加无从谈起。于是，既然公车可以悄然混迹
于众多私车之中，公车私用被发现、被曝光更是小概
率事件，如此公车，自然是不私用白不用。尽管有着
屡次三番下发的禁令，但公车私用的风险如此之低，
自然也就难以遏制冒险私用的冲动。

于是，放在公车私用仍然是普遍现象的背景下，
小概率的曝光率，却仍然被自己撞上，的确是运气相
当不济，涉事处长的冤屈与不平衡，其实不难从其回
应中听出。这位处长所言，未必不是其真心话。虽
然是在为自己辩护，但开公车打高尔夫是理所当然
的事儿，恐怕不仅是这位处长的潜台词，更是相当数
量官员所共有的潜意识。公车私用禁令为何会变形
走样得“没了”，的确更需反思。

当公车私用仅仅是停留在禁令的层面，却缺乏
严格执行的手段和监督的机制，公车私用现象层出
不穷也就绝不意外了。尤其是当公车私用即便是被
曝光，相应的罚则也仍然是隔靴搔痒，给人留下“没
有规定”的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⑧7 （武 洁）

“公车打高尔夫”
何以理直气壮？

据《新京报》
报道，中央要求各
级党委政府全面
停止新建楼堂馆
所，各级官员严格
按国家规定标准
使用办公用房。
但部分地方的整
改是为了糊弄上
级，例如隔断出接
待室，仍属局长专
用。⑧7

图/王成喜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在
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2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
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新
春。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
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
新春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
央主席张宝文、民建中央主席陈昌
智、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农工党
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
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台

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全国工商联主
席王钦敏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
夫、邓中翰等应邀出席。

陈竺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
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辞。

在听取了陈竺同志致辞后，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表
示，再过几天，就是农历马年春节
了。我念两副报纸上刊登的春联
送给大家，一副是“骏马追风扬气
魄，寒梅傲雪见精神”，另一副是“昂
首扬鬃，骏马舞东风，追求梦想；斗
寒傲雪，红梅开大地，实现复兴”。

习近平指出，2013 年，对我们
国家来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面
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
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
共产党紧紧依靠包括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
各族人民，共同战胜了各种困难和
挑战，取得了新的显著成就。在过
去的一年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适应时代要求，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奋发有为，
同中国共产党一道，推动统一战线
和多党合作事业向前发展，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新的贡献。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
战线广大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做好今年各项工
作，需要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加强团结
合作，共同不懈努力。一个篱笆三
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实践证明，
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开拓改革

路，实现中国梦，都需要各党派团体
和各界人士齐心努力。越是处于改
革攻坚期，越需要汇集众智、增强合
力；越是处于发展关键期，越需要凝
聚人心、众志成城。希望同志们积
极引导所联系群众，凝聚广泛共识，
积聚强大能量，深入考察调研，提出
真知灼见，让党和政府看问题更全
面，作决策更科学。

习近平强调，协商民主是我国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
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也是中国共产
党执政和决策的重要方式。希望同
志们更加主动发展好协商民主，不
断提高协商民主成效和水平。中国
共产党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干部要
以开阔的胸襟、平等的心态、民主的

作风广纳群言、广集众智，丰富协商
民主形式，增强民主协商实效，为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发挥
作用创造有利条件。

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要求中国共产党加
强自身建设，也要求各参政党加强
自身建设。希望同志们准确把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
基本要求，继承优良传统，把握时
代要求，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
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
作共事能力，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
水平。

最后，习近平以龙马精神、万
马奔腾、快马加鞭、马到成功同与
会者共勉。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新春的祝福

1月 17日，山西省阳曲县杨兴村，父亲
庞 志 同（右）和 母 亲 王 绿 仙 在 家 里 蒸 包
子。他们想对在天津读书的儿子庞文陶
说：“陶陶，赶快回家吧，妈妈给你蒸了大
包子，是你最爱吃的豆沙馅儿。”

新华社发

zysp116@163.com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张润钢
23 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依据旅
游饭店星级评定有关规程，对不
达标的星级饭店有“摘星”处理办
法，而不存在所谓饭店“要求降
星”一说。

近日有报道称，2013年全国有
56 家五星级饭店“要求降星”。针
对这一数据是否准确，以及究竟是
否存在多家申请评定五星级饭店
中止申请等问题，中国旅游饭店业
协会会长张润钢 23 日接受记者专
访时说，依据《〈旅游饭店星级的划
分与评定〉（GB／T14308－ 2010）

工作规程》，对于达不到相应标准
的星级饭店，相应级别星评委根
据情节轻重给予限期整改、取消
星级的处理，并公布处理结果。
被取消星级的饭店，自取消星级
之日起一年后，方可重新申请星
级评定。所以不存在所谓“要求
降星”一说。

根据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
委员会办公室掌握的情况，2013
年全年，全国各级星评委共计取
消了 695 家饭店的星级资格，其中
五星级 4 家、四星级 46 家、三星级
250 家、二星级 366 家、一星级 29
家。

中国旅游饭店协会：

不存在饭店“要求降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