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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改革新举措

养老保险补助等由央地按比例分担
当小学一年级新生免费
领取正版字典和地方课程教
科书时， 他们跟身后的家长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 字典和
教科书的经费， 可能分别来
自中央和地方财政。8日，国
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 《基本
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
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方案》，一揽子亮出八大
类18项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
关的领域改革举措； 明确基
本公共服务保障的国家基础
标准， 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补助和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补助均由中央与地
方按比例分担。

以“人”为核心，
守护百姓获得感
稍微研读这份改革方案
就会发现，无论是义务教育、
学生资助， 还是基本就业服
务、基本养老保险，抑或是基
本医疗保障、基本卫生计生、
基本生活救助、 基本住房保
障， 八个类别统统与人和家
庭紧密相连。
“首先应该明确一点，这
次改革不是涉及所有的财政
事权，更不是所有的事权，而
是限定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的共同财政事权。”中国财政
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
改革以与“人”最直接相关的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
领域基本公共服务财政事权
与支出责任划分为突破口，
体现了中央关于兜住基本民
生底线的要求。
他认为，这次改革的一大
重点，在于为共同财政事权方
面划分支出责任，并不是说这
是手术刀式的改革方案，支出
责任划分原来就有，现在是要
更加明确化、规范化。而且，改
革方案定了以后，各地就要严
格照此执行，不能再出现推诿
扯皮等现象。
另外，改革方案明确，地

方在确保国家基础标准落实到
位的前提下， 因地制宜制定高
于国家基础标准的地区标准，
高出部分所需资金自行负担。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刘怡看来， 在人民群众最为贴
近的领域启动改革， 使原先笼
统的、 不尽统一规范的支出责
任变得清晰明朗， 这本身就是
在更加强调人民的获得感。

不分东中西，
以财力定档分担比例
外界普遍关注的一点是，
本次改革方案中， 中央对不同
地区并没有简单按东中西确定
分担比例分担支出责任， 而是
大体依据地方财力分档次确定
分担比例。
以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
金、 普通高中教育免学杂费补
助、计划生育扶助保障等7个事
项为例， 中央分担比例由此前
的七档简化归并为五档。 第一
档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份，
中央分担80%。 第二档包括河
北、陕西、吉林、黑龙江、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10
个省，中央分担60%。
第三档包括辽宁、山东、福
建3个省，中央分担50%；第四
档包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4
个省份和大连、宁波、厦门、青
岛、深圳5个计划单列市，中央
分担30%；第五档包括北京、上
海2个直辖市，中央分担10%。
中央财经大学新市场财政
学研究所所长李俊生教授说，
我国幅员辽阔， 改革开放40年
来， 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
异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此次改
革没有沿用以往的划分方式，
是与时俱进的体现。
“分档划分的优势显而 易
见，一是打破利益格局固化、更
显公平，二是从实际出发、体现
科学。”刘怡说。
■据新华社

2月7日，我国新一代海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在完成2017年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后，返回青岛西海岸新区
的母港。科考队员在本航次成功建成我国首个深海实时科学观测网，西太平洋深海3000米范围内的温度、盐度和洋
流等数据实现1小时1次实时传输。
新华社 图

教育、旅游、消费等多个领域都有新举措

中央各部委开出2018年民生清单
近期， 中央各部委密集召开
会议，部署2018年工作。针对民生
关切，新华社“
新华视点”记者梳理
了多个领域的新举措。

【教育】
多方努力解决入园难
为缓解入园难问题，将在大力
发展公办园的同时，积极引导和扶
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大力支
持农村地区、脱贫攻坚地区、城乡
接合部和两孩政策新增人口集中
地区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教育部表示， 将进一步扩大
高考改革试点，增加北京、天津、
山东、海南4个省份。建立师德失

范曝光平台和定期通报制度，
营造风清气正教育行风。

【旅游】重拳整治旅游乱象
根据国家旅游局的规划，
未来3年， 将推出“鹰眼计划”
“利剑行动” 等多项整治措施，
并实施 《旅游领域严重失信相
关责任主体联合惩戒备忘录》，
在旅游法规、监管形式、景区保
障等多方面出重拳依法治旅，
净化旅游环境。
公安部施行出入境八大便
民举措， 包括同一省内就近办
签证、 港澳台旅游签注24小时
自助办理、 免费出入境证件照

防英国坏规矩 欧盟祭出“制裁机制”

广深港高铁等新口岸将陆续开通
香港海关增加投入全力准备
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速
铁路及莲塘/香园围口岸将要
陆续开通， 香港海关将在人
手、装备、工作流程等方面增
加投入以配合项目落成。
香港海关关长邓以海7
日表示，对海关而言，今年将
是任务繁重的一年， 同时为
三个重大跨境基建项目作通
关准备是史无前例的挑战。
香港海关将为新开设的
口岸引入多款高科技仪器优
化通关查验工作， 并计划在
今年内增聘约1000人。
海关去年10月起全年招
聘关员。邓以海指出，至1月
底共接到逾1万宗申请。
邓以海表示， 海关将优

化通关查验配置， 包括于陆路
边境口岸安装先进的“门架式”
及“双能流动”X光车辆检查系
统， 也会广泛使用手提式毒品
分析仪， 加强边境口岸的执法
成效，配合新口岸运作。
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
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6日，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完成交工
验收，具备通车试运营条件。广
深港高速铁路是一条连接香
港、 深圳和广州的跨境高速铁
路，全长140公里，其中香港段
长26公里。莲塘/香园围口岸位
于香港特区政府未来着力发展
的创新科技的区域， 将配合香
港和深圳“港深创新及科技园”
■据新华社
的建设。

欧盟7日公布的一份草
案提出，如果英国在“脱欧过
渡期”不守规矩，做出有损欧
盟利益的举动， 欧盟将动用
制裁机制而非诉诸法律，剥
夺英国在欧盟单一市场内享
有的权利， 惩罚措施可能包
括重征关税。
欧盟与英国本周在布鲁
塞尔启动关于“脱欧过渡期”
的谈判。英国方面希望，2019
年3月29日英国正式退出欧
盟后，再有两年过渡期。过渡
期内， 英国仍留在欧盟单一
市场内， 以便与英方希望达
成的自由贸易协定“无缝衔
接”。
欧盟方面要求， 过渡期
内， 英国可以继续留在欧盟
单一市场， 双方公民可以继
续自由出入于英国和欧盟国
家， 但英国必须继续遵守欧

盟法律，负担欧盟财政预算。
7日公布的草案规定，英国在
过渡期内没有欧盟事务投票
权，只有在“接到邀请或个别
场合”才能出席相关会议。
草案还规定英国不得作
出“可能有损”欧盟利益的举
动，不得违反欧盟制定的“规
矩”，例如，英国可以在过渡
期内与第三方国家举行贸易
谈判，但不得生效。
欧盟提议， 如果英国破
坏这些规矩， 欧盟将动用制
裁机制， 剥夺英国在欧盟单
一市场里拿的好处， 比如免
关税和人员自由流动等。
德新社报道， 欧盟之所
以不想诉诸法律解决与英国
可能发生的纠纷， 是因为欧
洲法院作出裁决动辄需要数
年， 不能立竿见影地惩罚英
国。
■据新华社

相服务等，方便大家出行。

【消费】
赔偿先付让“买买买”更放心
商务部将全面启动“消费升级
行动计划”， 包括打造城乡便民消
费服务中心、搭建国际消费新平台
等；进一步完善免税政策，推进已
经批准的口岸进境免税等。
国家工商总局将建立 联合 打
假工作机制，开展跨领域、跨区域
联合打假， 定期公布各地12315投
诉量； 全面推行经营者首问制度，
鼓励引导电商平台、 大型商场、超
市等建立赔偿先付制度，并以有效
方式向社会公开。
■据新华社

6.8亿美元！
特斯拉季报亏损创纪录
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
公布创纪录季度亏损。特斯拉说，已
经 从 Model 3 车 型 的 生 产 计 划 中
“吸取一些教训”。
特斯拉新车型Model 3对这家
车企的前途至关重要， 但这款车型
的生产迄今处于瓶颈期。
特斯拉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特
斯拉去年第四季度亏损将近6.8亿美
元，这一数字在一年前为1.2亿美元。
不过，财报说，特斯拉当季收入
增加至32.9亿美元， 同时正在解决
Model 3生产面临的问题。
特斯拉7日 说：“2018年 某 时，
我们预期将开始产生正面、 稳定的
季度营收。”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上月
立下军令状。他说，除非特斯拉在今
后10年实现宏伟财务目标， 否则自
己不会获取报酬。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