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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9月 16日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92岁高龄的吴良镛院
士，坚持站着用30多分钟作了题为
《志存高远，身体力行》的演讲，然而
台下6000多名新入学的研究生却睡
倒一片，让不少网友欷歔不已。

论年龄，吴良镛院士比一些学
生的爷爷还要年长；论成就，吴良
镛是我国建筑学领域泰斗、国家最
高科技奖获得者。单凭这两点，部
分青年学生就应该好好反思。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我国历史上有不少虚心求学
的典故，例如孔子见到老子，恭恭
敬敬地行了弟子礼，自谦道：“我才
疏学浅，对古代的礼制一无所知，
特向老师请教。”

又如，宋代学者杨时四十多岁

时还向程颐求教，程颐刚好坐在那
里打瞌睡，于是杨时等一直站在那
里等。程颐醒来时，门外的雪已经
下了一尺厚了。

如今，92 岁的院士站着，讲了
30 多分钟；20 多岁的学生坐着，却
睡倒一片。对比古代学者，如今的
部分青年学生应该感到汗颜。

孔 子 曰 ：行 有 余 力 ，则 以 学
文。意思是说，懂得了做人的礼
仪，再去学习文化。

近年来，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
学生越来越多。然而，一些学生并
非有志于学术，而是为了给自己“加
冕”，提升就业的“筹码”。因此老院
士的演讲，似乎离他们的功利目的
很遥远，以至于忘记了尊师的礼仪。

（新华社西宁9月17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记者
17 日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
公室获悉，“海鸥”已造成海南、广
东、广西 597万人受灾。

今 年 第 15 号 台 风“ 海 鸥 ”16
日 9 时 40 分左右在海南文昌翁田
镇沿海登陆，12 时 45 分在广东徐
闻南部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强
度均为 13 级（风速 40 米每秒），23
时在越南北部沿海第三次登陆。
受“ 海 鸥 ”影 响 ，9 月 15 日 8 时 至
17 日 14 时，海南、广东西部、广西
南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海南南
渡江、广东漠阳江、广西左江支流

明 江 等 7 条 河 流 发 生 超 警 洪 水 ，
海 南 、广 东 沿 海 18 个 潮 位 站 超
警，海南海口出现 1973 年有实测
记录以来最高潮位。

据国家防办截至 17日 12时统
计，琼粤桂共有 68个县（市、区）649
个乡镇 597万人、668千公顷农作物
受灾，0.16 万间房屋倒塌，3 人死
亡、1人失踪，548条次公路、12条次
铁路中断，28个次机场、港口关停，
一些低标准海堤决口或漫堤，海南
海口、澄迈等局部内涝，广西北海、
防城港等一度大面积停水停电，目
前正在抢修恢复中。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主持召开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时强调，新
型城镇化是关系现代化全局的大战略，是最
大的结构调整，事关几亿人生活的改善。

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在全国
62个地方开展试点。下一阶段试点地区的
重点工作是什么？如何有效抓住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切入点、着力点？这次座谈会再次
释放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效信号。

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结构调整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

杂，中国经济面临较强的经济下行压力。“新
型城镇化是未来我国调结构的主战场，是一
石多鸟、一举多得的重要发展战略。”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说。

他认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从
短期看，有利于拉动当期需求，顶住经济下
行压力；从中长期看，有助于改善经济发展
基础、优化居民扩大消费的环境，进而推动
中国经济结构和城乡区域结构的优化，以及
相关体制机制的完善。

专家指出，亿万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
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
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
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这将进一步带来城
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
大投资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的动
力。

以“三个1亿人”为切入点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这次座谈会进一步描绘了解决城镇化关键
问题的蓝图：促进约 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
城镇，不能让他们“悬在半空”；促进约 1 亿
人居住的各类棚户区和城中村加快改造，让
困难群众早日“出棚进楼”、安居乐业；促进
约 1亿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逐步减少大
规模人口“候鸟式”迁徙。

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

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
进程滞后等突出问题。专家认为，将“三个
1 亿人”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切入点，切
中要害。

当前，户籍改革已迈出重要步伐。随着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
公布，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
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李
佐军认为，要以推进这次户籍制度改革为契
机，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产权制度、价格制
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福利保障制度、教
育制度等，使亿万农民分享现代文明，一起
实现“中国梦”。

用好改革创新“开山斧”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以改革为统

领。李佐军指出，要想真正推进新型城镇化，
必须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如果不
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新型城镇化可能还会
回到过去那种城镇化发展道路和模式上去。”

这次座谈会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地
区提出进一步推进重点改革，包括建立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
续的投融资机制、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促
进绿色低碳发展等。

改革首先要解决新型城镇化“钱从何处
来”的问题。“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
分担机制需要政府、企业及个人共同参与。”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说，地方政府要
逐步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投入在财政支出中
的比例，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企业则应
提高农民工工资待遇和福利。

在投融资改革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市政债应
是最有潜力的城镇化融资方式之一。他指
出，从国际经验看，市政债可以让政府的投
融资活动接受市场的检验，而让市场定价也
有利于提升市政建设本身的效率。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从程门立雪看“睡倒一片”

全国 62个地方试点正在开展

新型城镇化成调结构主战场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17 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扶
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决定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
度、为困难群众兜底线救急难。

会议确定，在继续实施好现有
小微企业支持政策的同时，重点推
出以下新政策：一是加大进一步简
政放权力度。加快清理不必要的
证照和资质、资格审批，为小微企
业降门槛、除障碍。二是加大税收
支持。在现行对月销售额不超过 2
万元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
他个人暂免征收增值税、营业税的
基础上，从今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底，将月销售额 2万～3万元的也
纳入暂免征税范围。对小微企业
从事国家鼓励类项目，进口自用且
国内不能生产的先进设备，免征关
税。三是加大融资支持。采取业
务补助、增量业务奖励等措施，引
导担保、金融和外贸综合服务等机
构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鼓
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单列小微企业
信贷计划，鼓励大银行设立服务小
微企业专营机构。推动民间资本
依法发起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
构取得实质性进展。四是加大财

政支持。对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
业的小微企业，给予社会保险补
贴。政府以购买服务等方式，为小
微企业免费提供技能培训、市场开
拓等服务。高校毕业生到小微企
业就业，由市、县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机构免费保管档案。五是加大
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对小微企业创
业基地的支持，鼓励地方中小企业
扶持资金将小微企业纳入支持范
围。六是加大服务小微企业的信
息系统建设，方便企业获得政策信
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提
供更有效服务。会议要求，各地各
部门要确保政策尽快落实，并适时
提出进一步措施，帮助小微企业赢
得“大未来”。

会议决定，按照《社会救助暂
行办法》，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
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
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生活陷
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暂时无法覆
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有严重
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应急、过
渡性救助，做到兜底线、救急难，填
补社会救助体系“缺项”。临时救
助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制，救助资金
列入地方预算，中央财政给予适当
补助。

“海鸥”重创琼粤桂
597万人受灾

9月 16日，公交车行驶在被海水倒灌的海口市长堤路上。新华社发

产品信息全程追溯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市内的多家超市发现，不少

果、菜、肉、蛋、奶等产品都可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
的方式，查询到产地、生产日期、批次、负责人、质量
检测报告等信息。

食品安全关系每个人的健康，7 月发生的上海
“福喜”问题肉事件再次向人们敲响警钟。为了确保
“舌尖上的安全”，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程可追
溯，一些食品行业龙头企业着力加快建设全产业链，
通过“自己动手”，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控。

作为食品行业“超级航母”，中粮集团五年前提
出“全产业链”商业模式，加强对种植、养殖屠宰、收储
物流、贸易、加工、食品制造与营销等全产业链的管理
和关键环节的控制。此后，新希望、光明等食品龙头
企业均在全产业链建设上加快布局。

破题食品安全困局
“发展全产业链是确保食品安全的必由之路。”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随着
农产品生产越来越集中，产区和销区分化，生产、加
工、运输等产业链条拉长、环节增多而且细化，需要从
过去的地域控制为主转向对整个产业链的控制。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富认为，与

其他产业相比，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相对较长，一
般有五到七个，依次为生产者－产地批发市场－销
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终端消费者，环节
的增多加大了信息额不对称，产品价格和产品品质
欺诈现象，不信任感增加。

在国际食品领域，全产业链模式并非新生事
物。国际四大粮商 ADM、邦基、嘉吉等均采用全产
业链模式。国际大粮商严格控制全产业链，对于每
一个环节，都是全球性的控制，以确保质量安全。

确保安全须多管齐下
专家指出，通过全产业链确保食品安全的模式

值得探索，但目前国内食品企业中能够实现全产业
链管控的凤毛麟角。企业发展全产业链面临资金、
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多重约束。

“要做好全产业链，企业需综合考虑自身的财
力、管理、人才、技术等问题，找准自身优势和关键
点先发力，再稳步全面发展，向上下游同步延伸。”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韩一军表示。

专家建议，全产业链建设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龙头企业应带头，建立并公开全产业链食品安全标
准，取得消费者信任，提高市场的认知度；政府应理
顺监管的体制机制等，在各方面对企业给予支持。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 120周年，也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83周年。正逢又一年 9月 18日，
再思“九一八”，是对历史的深沉回望，更是对现实与未来的冷静思考，是为了让历史照亮未来
前行的路。

▲参观者从“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残历碑前经过（9月 12日摄）。
◀9月 16日，山东聊城大学学生用烛光缅怀先烈。 新华社发

铭记历史
勿忘“九一八”

蔬菜贴上二维码 一扫便知其“身世”

“全产业链”为食品安全困局破题
如果你能清楚看到手中牛奶生产的全过

程，会不会更加放心地饮用？近日，蒙牛联手百
度打造“云端牧场”，消费者只要扫描精选牧场

纯牛奶包装盒上的二维码，就可实时看到千里之外牛奶的
生产动态。

实现生产关键环节全程可视化追溯，这一切首先要归
功于食品企业“全产业链”模式的建构，“全产业链”能否成
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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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城市创业创新环境建设、
城市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有选择地开
展改革探索。

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中央（省）对
下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和实行建设用地
指标与吸纳省（市）外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

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
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
出制度，探索超标准宅基地处置办法；

建立行政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设市模式，选择镇区人口
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

新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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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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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 9月 17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
崔世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
政长官，于 2014年 12月 20日就职。

李克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
长官选举依法进行，完全符合澳门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有关法律的
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崔世安先生高票当选，反映了
澳门社会对崔世安先生的广泛认

同和支持。由崔世安先生担任第
四任行政长官，符合澳门各界的意
愿，有利于巩固目前澳门良好的社
会政治经济形势，保持澳门长期繁
荣、稳定和发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国务院
全体会议决定任命崔世安为澳门
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李
克强总理当即签署了任命崔世安
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
官的国务院第 655号令。

崔世安被任命为
澳门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

制图/陈 晨 王文齐

■新华新语

小微企业又迎“利好”
下月起月销售额 3万以下暂免征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