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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新华社北京9月
1 6日电 近日，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加强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要围绕推进新型城镇
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切实加强规
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
坚持先地下、后地上，提高建设
质量、运营标准和管理水平。要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在确保政
府投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作用，吸引民间资本参

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改
善城市人居生态环境，保障城
市运行安全。这是改革开放以
来，首次以国务院的名义就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发文。

《意见》明确了当前加快
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的重
点任务(具体见下表)：一是加
强城市供水、污水、雨水、燃
气、供热、通信等各类地下管
网建设和改造。用10年左右时
间建成较完善的城市排水防
涝、防洪工程体系。二是加强

城市排水防涝防洪设施建设，
解决城市积水内涝问题。三是
加强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四是加强城市道
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五是加
强城市电网建设。六是加强生
态园林建设。

《意见》要求，要保持城市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的整
体性、系统性，坚决杜绝“拉链
马路”、窨井伤人现象。在科学
规划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
快在建项目建设，积极推进新

项目开工，做好后续项目储
备。落实地方政府责任，省级
人民政府要加大监督、指导和
协调力度，结合已有规划和各
地实际，出台具体政策措施并
抓好落实；城市人民政府要切
实履行职责，科学确定项目规
模和投资需求，抓好项目落
实，接受社会监督。中央各有
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完善
法规政策，强化监督指导，严
格责任追究，确保各项任务落
到实处。

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文

国国务务院院：：十十年年时时间间解解决决城城市市内内涝涝

本报讯 16日，外交部发
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针
对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斯瓦尔在
媒体撰文谈香港政制发展的问
题，洪磊表示，香港曾遭受过长
期的殖民统治。香港回归祖国
以来，基本法充分保障了香港
同胞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
香港的政制发展也正在按照基
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
定稳步推进。中方要求英方立
即停止对香港内部事务进行任
何形式的干涉。

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国务

大臣斯瓦尔14日在香港《南华
早报》和《明报》上发表题为“选
举、民主和香港的未来”的文
章，大谈普选“是我们未来繁荣
的关键”，并称英国在香港普选
问题上“随时准备提供任何支
援”。

洪磊称，英国外交国务大
臣在媒体发表文章，公然对香
港政制发展说三道四。中方对
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政制发展问题是香港内部事
务，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
国进行干涉。 据中新社等

英外交国务大臣公然对香港政制说三道四

外外交交部部：：自自家家事事英英国国管管不不着着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
英15日表示，香港特区普选行
政长官是中国内部事务，与英
国以及其它任何外国政府无
关，香港无需英国和其它国家
的支持。包括英国在内，外国
政府绝对没有需要介入。

梁振英介绍说，普选行政
长官是《基本法》订定的最终
目标。“普选”这两个字，并没

有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出现，
英国政府并没有在1984年签署
的《联合声明》中提及“普选行
政长官”。当时的写法是，行政
长官由协商或选举产生。

梁振英指出，普选行政长
官是香港特区市民、特区政府
和全国人大、中央之间的事，
完全是中国人范围内(中国内
部)的事。 据中新社

梁振英：普选无需英国“支持”

据新华社台北9月16日电 针
对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王金平在党
员资格存在诉讼判决前可继续行
使中国国民党员权利，国民党方面
委托律师16日下午向台湾高等法院
提出抗告。

本月11日，国民党考纪会决议撤
销卷入司法关说案的王金平党籍。其
后，王金平委托律师向台北地方法院
提出确认国民党党籍存在的民事诉
讼及“假处分”声请。13日，台北地院
裁定王金平以938万元新台币为担
保，在法院确认党员资格存在诉讼判
决前，可以继续行使党员权利。

王金平保党籍

国民党提抗告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离不
开资金的投入。钱从哪里来？《意
见》明确提出要在“确保政府投入”
的基础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投
融资体制和运营机制改革”。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副司长李如生说：“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需求大，建设周期长，具
有先导性、基础性、长效性的特征，
必须确保政府必要的投入。要在保
障政府投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的作用。建立政府与市场合
理分工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
制。”

根据《意见》，中央财政通过中
央预算内投资以及城镇污水管网
专项等现有渠道支持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地方政府要确保对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

浙江财经大学校长王俊豪建
议，应尽快出台规范性文件，制定
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
及其实施细则。鼓励和引导民间资
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资产收购等
方式直接参与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的建设；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通过
购买地方政府债券、投资基金、股
票等间接方式参与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的建设。

据新华社

基础建设投入

离不开民间融资

针对群众很关心的水质问
题，仇保兴说，“十二五”期间将
重点做以下工作：一是针对供
水设施落后、不能保证出厂水
水质稳定达标问题，升级改造
水厂规模6714万立方米/日。二
是针对管网漏损和二次污染问
题，更新改造使用年限超过50
年和管材劣质的9 . 23万公里

供水管网。三是为满足新增城
镇人口用水和城乡统筹区域供
水的需求，新建水厂规模5545
万立方米/日、供水管网18 . 5
万公里。四是加强供水水质检
测监管能力建设和供水应急能
力建设。力争到2015年实现全
国城市公共供水普及率95%和
水质达标双目标。

百姓生活将有啥改变

““垃垃圾圾围围城城””缓缓解解
下下雨雨不不再再““看看海海””

新闻分析

专家观点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从
即日起到今年年底，公安部、中央综
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
部、国家安监总局将在全国范围内
联合开展危爆物品安全大检查大整
治行动，以遏制当前重大爆炸案事
件多发势头，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这是记者从上述五部门16日联
合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的。
会议指出，2000年以来，我国爆炸犯
罪案件持续大幅下降，年均下降
22 . 9%；今年1至7月，共发生爆炸案
件82起，同比下降26 . 1%。我国已成
为世界上爆炸案件发案率最低的国
家之一。但是，近日一些地方接连发
生重大爆炸案件、事故，暴露出当前
危爆物品安全管理方面仍存在不少
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必须下大决
心、彻底整治。

我国将开展

危爆物品大检查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16日发
布。那么，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给百姓生活带来什么
改变？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
保兴表示，近些年，全国每年都
要投资7000亿元用于城市道路
桥梁建设改造，但是仍未从根
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意见》提出：一方面，通过
改造道路网络结构，处理好道
路的功能分级，在城市外围地
区加强各功能区快速通道建
设，在中心城区严格控制快速

路和立交桥建设，要按照“小街
坊、高密度”的要求，加强次干
路和支路建设，加密路网，完善
微循环系统，提升道路网络的
连通性和可达性；另一方面加
大道路交通管理系统建设，引
导交通流量合理分布，通过精
细化的交通工程设计，提高新
建和改建道路的使用效率和安
全保障水平，缓解交通拥堵。

每年7000亿难治堵将改善

加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
设，能否消除“垃圾围城”现象？
仇保兴表示，2012年全国设市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达44 . 6万吨/日，无害化处理
量1 . 4 5亿吨，无害化处理率
84 . 8%。目前处理能力的增长
超过了产生量的增长，按照这
个增长速度，“十二五”末设市
城市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0%的

目标可以实现，“垃圾围城”可
望得到进一步缓解。

下一步将重点做好的工作
包括加快处理设施建设，提高
建设运行水平，逐步建立国家、
省、市(县)三级联网的生活垃
圾收运、处理监管系统；大力推
行垃圾分类，开展生活垃圾处
理收费方式改革，保证设备正
常运行。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方式将改革

近年来，一到雨季，“到
某某城市看海”就成了许多
城市居民的口头禅。城市内
涝频发将如何解决？

仇保兴：首先是消除
“黑点”，要求各地根据近年
城市内涝情况，针对多发内
涝点 (区域 )，逐一制定对
策，缓解城市内涝。其次是

针对长远，需要系统、完整
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我们要
求各地在全面摸清家底的
基础上科学编制规划，大力
发展绿色建筑，从建筑物对
雨水分级收集利用开始，强
化雨水的滞、渗、蓄，加强排
水防涝设施、排水通道的建
设，强化江河水系的治理。

城市“逢雨必涝”逐步减少2015年全国水质达标

●加强城市各类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
到2015年，建设完成污水管网7 . 3万

公里，完成全国城镇燃气8万公里和北方
采暖地区城镇集中供热9 . 28万公里老旧
管网改造任务。

●加强城市排水防涝防洪设施建设
到2015年，重要防洪城市达到国家

规定的防洪标准；用10年左右时间建成
较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防洪工程体系。

●加强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到2015年，全国所有设市城市实现

污水集中处理，城市污水处理率达8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0%左右；污水
处理设施再生水利用率达20%以上。

●加强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到2015年，全国轨道交通新增运营

里程1000公里。

●加强城市电网建设
到2015年，全国中心城市基本形成

500(或330)千伏环网网架；大部分城市建
成220(或110)千伏环网网架。

●加强生态园林建设
到2015年，设市城市至少建成一个

具有一定规模，水、气、电等设施齐备，功
能完善的防灾避险公园。

城城市市基基础础设设施施建建设设六六大大任任务务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