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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
电阮富仲，祝贺他再次当选越南共
产党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并以他个人名义对阮富仲
表示祝贺。习近平表示，进入新世
纪以来，越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
新事业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政治社会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相信在
越南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越南社
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将不断向

前迈进。
习近平强调，中越是山水相连

的友好邻邦。两国政治制度相同、
发展道路相近、前途命运相关，是
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中
方高度重视发展同越南的关系，愿
同越方一道，继续秉持“长期稳定、
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方
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
伙伴”精神，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
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合作、发展、繁
荣作出新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8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对食品安全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确保食品
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各
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之责。近年
来，各相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
得了积极成效。当前，我国食品安
全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热切期
盼吃得更放心、吃得更健康。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要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
党政同责、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
调，加快完善统一权威的监管体制
和制度，落实“四个最严”的要求，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保障食
品安全仍面临艰巨任务，要毫不懈
怠，持续攻坚。各级政府要坚持人
民利益至上，切实发挥食安委统一
领导、综合协调作用，以改革精神
和法治思维，坚定实施食品安全战
略，加快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
层的权威监管体系，落实最严格的
全程监管制度，严把从农田到餐桌
的每一道防线，对违法违规行为零
容忍、出快手、下重拳，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习近平对食品安全作出重要指示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习近平电贺阮富仲
再次当选越共总书记

新华社北京 1月 28 日电 对
于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登上太
平岛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8 日表示，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
是中国领土，两岸中国人都有责任
维护中华民族祖产。

华春莹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
上说，中国政府一向致力于将南海
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
之海，将继续为维护南海航行自
由、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积极
努力。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马英九登上太平岛

两岸都有责任维护中华民族祖产

据新华社吉隆坡 1 月 28 日
电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28 日在
行政首都布特拉加亚宣布，将在一
定条件下从 3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对中国赴马游客实行免签。

纳吉布在宣布 2016 年财政预
算案修正案时说，在上述时间段内
免签进入马来西亚的中国游客停

留时间不得超过 15 天，但他没有
进一步说明免签的条件。

这是马来西亚为吸引中国游
客采取的又一项措施。马副总理
扎希德说，马来西亚希望在未来 5
年内每年吸引 800 万中国游客，并
带来 221 亿马币（约合 346 亿元人
民币）的购买力。

马来西亚3月至12月
将对我游客免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年末，商品
房待售面积达 7.1853 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
高。面对 7 亿多平方米库存，地方政府该如
何落子布局？

河南省省长谢伏瞻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
确提出，要“以去库存、促消费为重点，促进房
地产业健康发展”；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化解房地产库存，推进以
满足新市民需求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
稳定房地产市场；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也把
房地产去库存摆在突出位置，指出将着力稳
定住房消费，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提高棚改货
币化安置比例，加大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
改造力度；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
和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
格，帮助解决融资难问题，同时根据“去库存”

的进度调节土地供应……
面对体量巨大的库存，单一政策、短期

政策难立竿见影。去库存“持久战”必须打
通供需通道。

从需求端发力，有效激活需求侧，成为
不少地方政策布局的突破口。梳理各地两
会政府工作报告，不难发现，继续放宽信贷
政策、降低购房成本、增加购房补贴，加快棚
户区改造和货币化补贴成为去库存的发力
重点。

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将有
稳定劳动关系的常住人口纳入公积金覆盖
范围，促进新市民在城镇购房，鼓励农民进
城购房；内蒙古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研究住
房公积金支持农牧民进城购房政策，鼓励金
融机构向转移进城农牧民发放购房贷款；湖

南省提出，货币化安置是去库存的有效手
段，原则上，2016 年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不
得低于 50%，对安置比例高的地区和项目将
给予资金倾斜。

一些地方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建议进一
步降低购房成本，扩大刚性需求。河南省政
协委员杨明建议：“在充分考虑金融风险的
同时，应考虑进一步降低首付比例，对农民
工购房加大补贴力度。”

从长期来看，“去库存”要大力发展地方
经济，让新型城镇化为楼市提供利好，通过
户籍制度改革带动住房消费。

户籍制度改革成各地“去库存”重要手
段。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坚持
城市建设重心向郊区转移，进一步提高郊区
发展水平”；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

2020 年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
48%和 67%左右”。

除了农民工市民化新增的住房需求，另
一个解决高库存的方向是补位租赁市场。
福建省、湖南省、山东省济南市等多地政府
工作报告明确，要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除了需求端入手，一些地方更强调供求
端发力。湖南省、山东省济南市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要控制新建住宅的数量，改善住
房供给结构。

业内预计，在“去库存”的号角下，各地
在密集发布政策，预计后续将针对房地产库
存出台不同力度的政策。不过，由于市场继
续分化，分城施策将是未来政策放松的主要
特点。

（据新华社福州1月28日电）

面对7亿多平方米楼市存量

地方政府如何去库存

据新华社上海1月28日电“齐
天大圣”真难“归来”？还是哪里出
了问题？不管六小龄童上不上得了
猴年央视春晚，都已经成了今年春
节前网友迫不及待“吐槽”的事。

“只要春晚需要，我随叫随到。”
六小龄童本人在网上的这句表态，
让数百万网友揪心。毕竟被称为

“六小龄童”的演员章金莱已经57岁
了，等待下一个猴年，需要再 12 年，

“大圣”那时要将近70岁高龄了。
央视春晚诞生于 1983 年，比

1986 年春节首播的电视剧《西游
记》还年长 3 岁。值得玩味的是，
正是“央视春晚”和“西游记”这两
大概念，几乎占据了中国电视播出
排行榜的最前列，一种综艺形式、
一部电视剧，两者一直就是播出最

多、收视最有保障、海外影响最大
的中国电视文化品牌。

来自网络的一项测评显示，有
97%的网友投票说，“童年是看电视
剧《西游记》长大的”，同时有 89%的
网友“强烈期盼，主演电视剧《西游
记》的六小龄童上央视春晚”。

“集体记忆”“怀旧”“想看到儿
时偶像”“图个喜庆、看个热闹”等
各种理由集齐了观众呼唤六小龄
童登上猴年春晚的心声。

但问题来了，面对“时刻准备着”
的“中生代”艺术家，地方春晚、戏曲
春晚，甚至各大“自媒体”都按捺不住
了，六小龄童也公布了录制其他一些
春晚的现场照片，但央视春晚截至目
前尚未在官方微博上回应。

也有人猜想这或许是“摆谱”

和“饥饿营销”，但问题是近似于六
小龄童“难”上春晚这类事，文艺界
也不少见，它折射出文化领域的

“供给侧”面临另类尴尬。
现实中，往往一边是“枕戈待

旦”的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另一边
是“嗷嗷待哺”的观众，而中间隔的
是号称对观众需求和收视走向“了
如指掌”的影视节目制播机构。从
目前公开的彩排信息来看，新生代
小鲜肉 TFBOYS 等艺人受到央视
春晚剧组的青睐，不少老艺术家则
不在节目名单中。

分析人士认为，倘若中国人自
己都不把自己的文化优势用在刀
刃上，观众“转频道”的速度只会越
来越快，央视春晚的收视率将会越
来越低。

房地产库存是中国

房地产发展的病灶，去

库存是刮骨疗伤之举。

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

先后召开的地方两会

上，去库存成为河南、福

建、山东、河北、内蒙古、

贵州等十多个省份的代

表委员热议话题。

1月 2日，购房者在海口
一处房地产销售中心观看楼
盘。冬季来临，海南宜人的
气候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来此
度假、置业，海南楼市冬季销
售走旺。 新华社发

“小鲜肉”受热捧 艺术家遭冷落

央视春晚能否上演“大圣归来”

六小龄童扮演的美猴王形象已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本报资料图片

东北最美高铁迎春运大考

2015 年 9 月开通的吉图珲高铁，因全长 350 公里的运输线经过松花江、拉法山、图们
江、防川等美丽风景所在地而被称为“东北最美高铁”。时值春运，这条高铁线路也迎来
开通 4 个月来的第一次“大考”。

据介绍，自 24 日以来，吉图珲高铁客流量每天都保持着增长，其中西侧始发站吉林
站每日客流量增加近 3000 人次，预计春运 40 天里，整个线路将发送旅客超过 80 万人
次。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吉林、延吉两个车务段不仅加开了两对临时动车组，还在候车大
厅内新增了朝鲜族舞蹈表演、俄罗斯志愿者服务等环节，让旅客耳目一新。

▲1月 27日，延吉西站的工作人员身着朝鲜族服饰，在候车大厅内表演舞蹈，该站是
所有火车站中朝鲜族味最浓的一个。

◀1月 26日，高铁列车驶出拉法山附近的双庙子隧道。 新华社发

1月28日，“义乌—德黑兰”首发班列从浙江义乌火车西站开出。这趟
班列将从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奔赴伊朗首都
德黑兰。这是首列从中国开往中东的铁路集装箱货运班列。 新华社发

中国—中东首列货运班列开通

1月 28日，市民在拍摄盛开的兰花。当日，一场迎春花展在位于广
西柳州市柳北区沙塘镇的“兰亭林叙”花卉苗木产业示范区开幕，吸引
了众多市民前来观赏、选购兰花。 新华社发

春节带旺兰花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