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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29 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强进口
的政策措施，促进扩大对外开放；
决定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推进清
费立税、减轻企业负担；部署强化
审计工作，推动政策措施落实、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

会议指出，兼顾当前和长远，
实施积极的进口促进战略，加强技
术、产品和服务进口，有利于增加
有效供给、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
求，提高产品质量，推进创业创新
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也有利于用
好外汇储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提升开放合作水平。会议确定，一
是鼓励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

零部件进口，调整《鼓励进口技术
和产品目录》；支持金融和融资租
赁企业开展进口设备融资租赁业
务；完善科教和科技开发用品进口
税收政策，助力企业创新、推动产
业升级。二是扩大研发设计、节能
环保、环境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
进口。三是稳定国内需要的资源
进口，合理增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
关的牛羊肉、水产品等一般消费
品进口。四是推动进口管理便利
化。实行 24 小时和节假日预约通
关，加快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商品
无纸化通关试点。扩大采信第三
方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缩短检验
检疫时间。五是搭建进口贸易平
台，在公平竞争原则下，利用跨境

电子商务等新模式增加进口。鼓
励企业在海外建立采购网点和渠
道。发展多双边贸易，拓展经济
发展空间。

会议认为，煤炭资源税改革是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
既定任务。目前我国原油、天然
气资源税改革已全面实施，实行
煤炭资源税改革，完善资源产品
价格形成机制，既能让资源地区
受益，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减
少名目繁多的收费，增强企业发
展后劲，也可促进煤炭资源合理
开采利用，推动科学发展。会议
决定，在做好清费工作的基础上，
从今年 12 月 1 日起，在全国将煤
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

征，税率由省级政府在规定幅度
内确定。会议要求，要立即着手
清理涉煤收费基金，停止征收煤
炭价格调节基金，取消原生矿产
品生态补偿费、煤炭资源地方经
济发展费等，取缔省以下地方政
府违规设立的涉煤收费基金，严
肃查处违规收费行为，确保不增
加煤炭企业总体负担。

会议强调，进一步加强和创新
审计工作，要把审计范围扩大到国
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重大项目落
地、简政放权推进等方面，推动解
决财政资金沉淀问题，把宝贵的资
金用在刀刃上。加强重点审计，及
时发现财政金融、国有资产等领域
的薄弱环节，促进廉政建设。

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
重要基础设施，是新中国成立后
经济恢复的重点，成（成都）渝
（重庆）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建
成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当时主
持西南工作的邓小平非常重视
铁路建设，有着很深的“铁路情
结”，他在谋划西南经济恢复与
建设时，首先想到的是兴修成渝
铁路。1950年 6月，在中央人民
政府和全国各地的支持下，穿越
巴蜀的成渝铁路开始动工。邓小
平出席开工典礼并致辞，强调建
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与设备困
难的条件下开始的，人民希望花
钱少，事情办得好。调出一部分
军队参加建设，也是为着替人民
少花一些钱。许多困难问题，必
须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逐步

地求得解决和克服，并防止官僚
主义倾向发生。他要求参加修路
的部队要遵守劳动纪律，学会掌
握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的指
导，紧密团结起来工作。1952年
7月，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该路
全长 505公里，完全由中国自行
设计施工，采用国产材料修建。
这条铁路是清朝末年就酝酿兴
建的川汉铁路的一段，拖了近半
个世纪没有铺上一根钢轨，而新
中国成立后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
通车。成渝铁路的建成，推动了
西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毛
泽东为成渝铁路建成通车题词

“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
筑天成路”。邓小平的题词是：

“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

9月 29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阿富汗总统加尼在就职仪式上讲
话。阿富汗前财长加尼 29日在首都喀布尔宣誓就任阿富汗总统，前外
长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同日宣誓就任新设立的政府长官一职。

新华社发

阿富汗新总统宣誓就职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
展司副司长彭福伟 29 日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在线访谈时
说，当前我国 5A 级景区门票价格占我国居民月收入比例
远高于国外景区，我国在规范景区门票价格方面要充分
体现公益性，严格控制价格的上涨。

彭福伟说，目前我国 5A 级景区中门票价格大多已
过百元，部分甚至超过 300 元，占我国居民月收入比例
远远高于国外的景区。在规范景区门票价格方面，景
区应按照规定，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老人、军人、残
疾人等实行门票费用的减免。所有景区都应该在醒目
位置公示门票价格、另行收费项目的价格及团体收费
价格。要进一步加强价格监管，坚决制止各类变相涨价
的行为发生。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国银监会 29 日发布
消息称，同意浙江省杭州市筹建浙江网商银行、同意上
海市筹建上海华瑞银行。

今年 7 月份银监会已批准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
民商银行和天津金城银行三家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
至此，首批试点的五家民营银行已全部获准筹建。

对于浙江网商银行，批复显示，浙江蚂蚁小微金融
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认购该行总股本 30％股份；上海复星
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认购该行总股本 25％股份；万向
三农集团有限公司认购该行总股本 18％股份；宁波市金
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购该行总股本 16％股份。其他
认购股份占总股本 10％以下企业的股东资格由浙江银
监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审核。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

银监会批复筹建
浙 江 网 商 银 行

发展改革委：

严控景区门票价格上涨

奥巴马承认低估“伊斯兰国”崛起速度

世界第三大水电站
首次蓄水至600米

长江三峡集团公司9月29日发布消息称，世界第三大水
电站溪洛渡水电站首次冲击600米最高目标蓄水位取得圆满
成功，该水电站位于四川和云南交界的金沙江上。新华社发

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

9月 27日，在伊拉克迪亚拉省，库尔德武装人员据守阵地。伊军方 28日与“伊斯兰国”等极端武装的
冲突共导致 140多名武装分子和安全部队士兵死亡。 新华社发

■新闻速览

●从今年 12月 1 日
起，在全国将煤炭资源
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
计征，税率由省级政府
在规定幅度内确定。

●停止征收煤炭价
格调节基金，取消原生
矿产品生态补偿费、煤
炭资源地方经济发展费
等，取缔省以下地方政
府违规设立的涉煤收费
基金，严肃查处违规收
费行为。

土耳其总统呼吁发动地面进攻

综合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奥
巴马在定于 9 月 28 日晚播出的
访谈节目中承认，美国情报机构
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迅速
崛起估计不足，同时高估了伊拉
克军队的战斗力。

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哥伦比
亚广播公司“60 分钟”栏目采访
时附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
珀日前作出的相关评估，认为评
估“绝对正确”。美方估计不足
导致中东地区成为“伊斯兰国”
的“起点”。

奥巴马还指责叙利亚内乱
最终导致该组织坐大。他说，美
军和盟国对该组织在伊拉克和
叙利亚境内目标实施空袭，意在
促使该组织后退，压缩其空间，
同时摧毁其指挥和控制中心、武
器和燃料，切断其资金来源，并
遏制外国武装分子流入。

奥巴马强调，伊拉克和叙利
亚冲突最终必须通过政治途径
加以解决。

今年 6 月以来，以“伊斯兰
国”为首的反政府武装占领伊拉
克北部和西部大片领土。美军
战机自 8 月 8 日开始在伊拉克境
内空袭“伊斯兰国”目标，并于 9
月 22 日晚把空袭范围扩大到叙
利亚。奥巴马称，美方寻求通过
系统性的空袭和组建广泛国际
联盟“削弱并最终摧毁”这一恐
怖组织，但他一再强调美军不会
参加地面作战任务。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28 日
在伊斯坦布尔说，美国及其盟
友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目标
实施空中打击治标不治本，国
际社会应采取进一步措施，不
仅进行空中打击，也要发动地
面进攻。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弦歌声声唱出赤子深情，乐音阵阵
共贺祖国华诞。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65 周年音乐会“美丽中
国 光 荣 梦 想 ”29 日 晚 在 京 举
行。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
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欢聚一
堂，共同欣赏了音乐会。

国庆前夕的人民大会堂洋溢
着喜庆祥和的气氛。19 时 55 分，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
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65 年斗转星移，65 年春华秋
实。在《祖国号角》嘹亮的乐曲声
中，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

《祖国颂》《光荣路》《春潮曲》和《追
梦行》四个乐章，激励人心，昂扬向
上。参加演出的文艺工作者用歌
的激情、梦的交响，演奏了一曲美

丽中国盛世华章。
整场音乐会高潮迭起，气氛热

烈。在充 满 激 情 的 钢 琴 协 奏 曲
中，诗朗诵《梦想照亮中国》将中
华儿女追逐梦想的拼搏精神，齐
心协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坚定信念表现得淋漓酣畅。《孝和
中国》《天耀中华》《丝路彩虹》《强
军战歌》《光荣与梦想》，一曲曲时
代之歌，展现了大美中国大爱中国
的情怀。

马凯、王沪宁、刘延东、刘奇
葆、许其亮、孙春兰、孙政才、李建
国、李源潮、汪洋、张春贤、范长龙、
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
郭金龙、韩正出席音乐会。

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
来的老同志江泽民、李鹏、吴邦国、
李岚清、曾庆红、贺国强也出席了
音乐会。

国庆65周年音乐会在京举行

“为了圆上那个梦，你赌上一辈
子的情，历尽艰辛不回头，老牛拉车
劲不松。青丝变白发，改不了心中
的爱，条条皱纹记录下苦辣酸甜的
行程，人生是一场拼搏，爬上那座
山，趟过那条河，圆上一个无怨无悔
的人生”——电视剧《刘老根》中的
歌词，在巩义市米河镇明月村村民
听来，不正是对村党支部书记马树
忠奋斗历程的真实写照吗？

修路——铺就一条富裕路

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大山深处
的明月村连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
有，只有二十余里弯弯曲曲的羊肠
盘山路。村民下山赶个集需要用
一整天的时间，唯一的运输工具就
是牲口和架子车。

1989 年，马树忠走马上任村委
主任。上任伊始，他就下定决心，一
定要想办法先把路修通。在他的带
领下，村里的党员群众历时五年，开
山劈石 10余万立方米、架桥 4座，把
3 米宽的土路拓宽成 5 米的砂石路，
使第一辆拖拉机开进了村里。

砂石路比土路强了些，但依然
弯多不平，各种交通事故和安全事
故时有发生。马树忠再下决心：为
了村民的出行安全，说啥也要把路
铺上水泥！

村里一穷二白，他就到处筹集捐
款，在新中国成立 50周年前夕，一条
4.5米宽的水泥路终于铺进了村，村子
从此告别了“泥里来、尘里去”的历史。

2009 年，旅游投资商到明月村
考察，由于路窄弯多，旅游大客车
进不去，致使项目搁浅。

2011 年，马树忠抓住村村通修

路政策，争取上级党委政府投资
300 多万元，将原来的路基由 5 米
拓宽到 7.5 米，水泥硬化拓宽到 6.5
米，在全市贫困村中率先实现了户
户通水泥路。

有了路，马树忠又开始多方呼
吁协调，如今，每 20 分钟就有一趟
上街区至明月村的公交车，彻底解
决了老百姓的出行难问题。

为了修路，马树忠付出了太多
的心血，受了太多的苦累。村干部
王寿停说：“每修一次路，树忠都会
瘦上一圈。白天，他和群众一起挖
路基、抬石头，晚上，还要回村委处
理事务。成天这样劳心费神，高血
压、心脏病缠上了树忠。”

随着村道的一次次升级，明月
村村民的生活条件也在发生着改
变，这些村道不仅是出山的路，也
是马树忠为村民以及子孙后代铺
就的一条富裕路。

发展——为了有尊严的生活

过去的明月村偏远、贫穷、落
后，村里的闺女都嫁出去了，小伙
子却订不下媳妇，人口负增长。

因为穷，村民们吃了太多苦

头，马树忠明白，只有摆脱了贫困，
才会让村民抬起头，才会让他们过
有尊严的生活。

1989 年，马树忠出任村委主任
时，村里百分之九十多的家庭还使
用煤油灯照明。为了让群众家家
装上电灯，他跑遍了市、镇多个部
门，在上级领导的关心帮助下，村
里很快架设了简易电线，群众从此
告别了靠点燃油灯照明的历史。

“他是一个非常有头脑、有眼
光的书记，明月村的发展离不开他
的精心规划。”村民们对马树忠由
衷敬佩。

“造桥修路，还有后来的新农村
建设，这些都需要村里出钱。可村
里最初没有钱，怎么办？他想尽办
法增加村里积累。”村干部回顾着马
树忠的发展思路：先后成立了支撑
球厂、塑料厂、木器厂、水泥厂……
这些村办企业给村民带来了发展的
机遇。靠山吃山，不能让村民捧着
金饭碗要饭。发展香菇种植业、利
用山地种柿子、枣、核桃……

“这么有能力、有思路的人，如
果自己当老板，事业绝不会比我们
差！”镇上的企业家们如此评价马

树忠。为了保护群众利益，增加村
民收入，2007 年，马树忠瞄准小杂
粮、柿子醋、石磨面粉、红薯粉条等
绿色环保农副产品的广阔前景，筹
措资金创建了新月农副产品专业
合作社，建起了农副产品生产加工
基地，获得无公害粮食基地和无公
害果品基地的认证。

村民马长福说：“合作社负责
集中收购、加工和销售，不但彻底
解决了农副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并
且村民每年还有分红呢。”

“树忠这个人，他心里时时装
着全村百姓，他办事，俺们心里踏
实！”群众心里像明镜一样。工业
集中区、农民集中居住区、现代生
态农业示范园区……明月村未来
的图景已清晰可见。

惠民——满腔热情惠乡邻

数百年来，半山腰的搠刀泉泉
水甘甜可口，常年不断。但村民担
水来回一趟需要一个半小时，旱的
时候，村民半夜就得排队担水。

马树忠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他不能让乡亲们没水吃。1996 年，
在完成了通村公路后，马树忠决定

为村里打一口机井，彻底解决群众
吃水难问题。他让打井队在自家
的地里打井，妻子埋怨他傻，他说，
毁了自己一块田，换来村里一口
井，这账我还是算得清的。

三组 66 岁的村民王进有笑着
说：“现在再不用为担水吃水发愁了，
树忠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

水源解决后，马树忠又带领村
民陆续建成了容积 10000 立方米以
上的水库 3 座，铺设自来水管道 10
公里，直接通到各家各户，明月村
村民在全镇山区村率先用上了优
质自来水，告别了看老天爷脸色吃
水、用水的日子。

为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建设美
丽乡村，马树忠多方争取 12 万元，
建成标准化的村级卫生所一座，投
资 8 万元建成文化大院一个，同时，
积极实施村庄绿化，开展河道整
治，建起了垃圾中转站和垃圾池，
并改造公厕，明月村成了远近闻名
的生态村。

大局——整村搬迁拔穷根

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明月
村群众的收入逐年增加，但由于明

月村基础差、底子薄，想早日整体
实现小康，依然存在诸多难处。村
民王保国说：“我先前住的是石头
窑，一下雨，水就灌窑里了，成天连
被子都是潮湿的。”

2011 年，国家大力支持贫困村
移民，镇里同意在镇区重新选址，
新建一个明月村。消息传来，全村
群众欢呼雀跃。历时三年的新村
建设，全村干群紧密团结在马树忠
的周围，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
难，齐心打造出他们的“新村庄”。

退休教师马西卿说：“俺家买
了三套房子，两个儿子一人一套，
俺老两口一套。住在这里，小孩子
上学、打工也方便，订媳妇也好订，
再不是山里人了。”

2013 年，总投资 3800 万元，建
筑面积 3100 多平方米，共有 8 栋住
宅楼，156 套房子的新型农村社区
——明月新村顺利峻工。小区内部
配套有超市、诊所、文化活动室、党员
活动室、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数字
电视、光纤、电梯等全部一次性入户，
供水、雨水、污水管网等与镇里实现
互通，达到新型城镇化的总体要求。

明月村实现了整体搬迁后，原

有 的 村 子 怎 么 办 ？ 马 树 忠 说 ：
“2000 年，我们响应国家号召，850
亩耕地全部退耕还林。十多年过
去了，荒山已变成了青山。”

环境的改变，给明月村的发展
带来了无限商机。如今，村民们惊
奇地发现，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到
这里旅游观光、登山休闲、品尝农
家饭的游客逐渐多了起来。已下
山的村民马书荣说：“我准备利用
老家的房子，办个农家乐。”

目前，村里已经成立巩义市搠
刀泉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委托
有关部门编制了《搠刀泉生态旅游
开发总体规划》、《明月寺保护维修
方案》等旅游规划，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突破，争取将明月村打造成大
山深处的一颗璀璨明珠。

看着植被茂密的一座座青山，
马树忠兴奋地说：“这不仅是青山，
更是金山啊！不出三年，这里就会
成为全市知名的旅游景点，到那
时，我们的群众就有钱可赚了。”

米河镇党委书记王震平这样
评价马树忠：“从 1991 年担任明月
村党支部书记，23 年来，马树忠同
志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始终怀着一
颗爱民之心，造福桑梓，树立了基
层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也赢得了
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郑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
村”、“郑州市生态文明村”、“郑州
市林业生态村”、“河南省生态村”、

“河南省卫生村”等，这些荣誉记录
了明月村发展的历程，我们相信，
这个沐浴着党的光辉政策落户于
米河镇区的新村，一定会焕发出更
加耀眼的光芒！

敢 叫“ 明 月 ”换 新 天
——记米河镇明月村党支部书记马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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