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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5 月 19 日电(记者王优玲)记
者 19 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针对近期部
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苗头，投机炒作
有所抬头等情况，住建部近日印发通知，重
申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
松，并对进一步做好房地产调控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

一是加快制定实施住房发展规划。各城
市要科学编制住房发展规划，明确住房发展
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合理确定住房
和用地供应规模、结构、时序。一线、二线
城市要在年底前编制完成 2018 年至 2022 年
住房发展规划，并报住建部备案后向社会公
布实施。

二是抓紧调整住房和用地供应结构。各

地要有针对性地增加住房和用地有效供
给，切实提高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
品住房的供应比例，建立房价地价联动机
制，防止地价推涨房价；提高住房用地比
例，热点城市住房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比例建议按不低于 25% 安排，大幅增加租
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用地供应，在新增
住房用地供应中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16 个城市要探索
推动供地主体多元化， 6 月底前提出并上
报具体实施方案。

三是切实加强资金管控。各地要加强个
人住房贷款规模管理，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
政策，强化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审查，严格
管控消费贷款、经营贷款等资金挪用于购房

加杠杆行为。严格落实企业购地只能用自有
资金的规定，加强住房用地购地资金来源审
查，严控购地加杠杆行为。

四是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秩序。要严肃查
处捂盘惜售、炒买炒卖、规避调控政策、制
造市场恐慌等房地产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违法
违规行为。要持续保持高压严查态势，对各
类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
向社会公布，形成震慑。

五是加强舆论引导和预期管理。各地要
全面落实住房销售合同网签备案制度，定期
发布权威信息；加强政策解读和市场信息公
开，及时澄清误读，正面引导舆论；严厉打
击利用自媒体公众号等网络媒体炒作渲染房
地产、散布虚假信息等行为。

六是进一步落实地方调控主体责任。住
房城乡建设部将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评价和
监测预警体系，细化评价单元，完善对地方
房地产调控工作的评价考核机制，具体落实
地方政府稳房价、控租金的主体责任，同时
严格督查，对工作不力、市场波动大、未能
实现调控目标的地方，坚决问责。

通知强调，各地要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提高政治站位，毫不动摇地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
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认真落实稳房
价、控租金，降杠杆、防风险，调结构、稳
预期的目标任务，支持刚性居住需求，坚决
遏制投机炒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确保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住建部重申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不放松

新华社北京 5 月 19 日
电(记者胡浩、有之炘、申铖)
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
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在对外
开放中发展壮大、在对外开
放中走向世界，大力推动中
外人文交流、培养高层次人
才、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形成
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文化新
需求。

教育国际交流

合作取得新发展

爸爸说要着眼国际、走
向世界，妈妈让留在身边、扎
根本土——— 今年高三的上海
学子李俊杰一家曾在要不要
出国留学的问题上争论不
休。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两
全其美的方案，李俊杰向坐
落于江苏昆山市郊的昆山杜
克大学递交了申请材料。

这所由杜克大学和武汉
大学联合创办的中美合作办
学机构，于 2013 年 9 月获得
中国教育部批准正式设立。
今年，该校首次招收本科生，
计划面向全球招收 225 名学
生。

从上海到苏州，仅百公
里半径之内，就出现了西交
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
和昆山杜克大学 3 所中外合
作办学高校。昆山杜克大学
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表
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如今，越来越多来自
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
国家的学生会选择来昆山杜
克学习。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
得成就的重要法宝。近年来，
我国注重高端引领，以优质
教育资源请进来为重点，开
展高水平人才培养和科研联
合攻关，助推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中国教育发展
战略学会人才发展专业委员
会等联合发布的《2017 中国
高校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报
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中国大陆共有 209 所
高校至少有一个学科入选基
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前
1% 高被引学科。

中国教育，也正在对世界教育产生积极影响。2016 年，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正式开办，成为第一所在海外设立
的中国知名大学分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巴基斯
坦、哈萨克斯坦、埃及等 10 多个国家向我国发出境外办学
邀请……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经教育部审批设立的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 2480 个，在 14 个国家和地
区举办本科以上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 102 个，在高校设立
教育援外基地 10 个。

双向留学再上新台阶

“来自不同国家的我们，应该消除隔阂、跨越心中的‘长
城’。”正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学习的俄罗斯姑娘
安娜·马尔昌科瓦是数十万在华留学生中的一员。

1950 年春天，33 名留学生来到中国，成为新中国迎来
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如今，来华留学生数量已从两位数跨
越到六位数。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共有 48 . 92 万
名外国留学生在我国高等院校学习，规模增速连续两年保
持在 10% 以上。这些来自 204 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外国留
学人员在全国 935 所高等院校学习。

中国政府奖学金吸引力不断提升，也引领着来华留学
向高层次、高质量发展。2017 年，共有来自 180 个国家的
5 . 86 万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在华学习，占总数的 11 . 97%。
2016 年 7 月，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构建了全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奖学金生达到 61%。

中国，是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也是世界最大留学生生
源国。近年来，我国留学生出国学习、回国服务规模双增长，
与国家战略、行业需求契合度不断提升。

统计显示，改革开放 40 年来，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
已达 519 . 49 万人，目前有 145 . 41 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
阶段的学习和研究。2017 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
60 万大关，达 60 . 84 万人，同比增长 11 . 74%。

中外人文交流打开新局面

英孚教育是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培训机
构。创立于 1965 年的英孚教育是一家全球教育培训公
司，总部位于瑞典，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
580 家学校和办事处。 1994 年，英孚教育进入中国市
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推进，对外交流的需求也越来
越大，个人英语学习的需求非常旺盛。”英孚教育企业事务
部执行副总裁柳尽染告诉记者，“与此同时，中国相关的教
育产业政策也在不断优化。目前，中国已经成为英孚的第二
大市场，英孚的海外游学留学、英语培训中心、在线英语学
习等业务纷纷进驻中国。”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心相通，就需要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

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就需要促进中外语言互通，在
深化与世界各国语言合作交流上下功夫，就需要深入推进
友好城市、友好学校教育深度合作与人文交流。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与 188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
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 46 个重要国际组织开展教育合作
与交流，与 47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在全球 146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525 所孔子学院和 1113 个孔子课堂。人文交流已与政治
互信、经贸合作一道成为我国外交的三大支柱。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教育在其中必将
大有作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第六届理事会会长瞿振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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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9 日电全国公安机
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5·19”重要
讲话精神电视电话会
议 19 日在京召开，国
务委员、公安部部长
赵克志出席并讲话。

赵克志强调，习
近平总书记在去年 5
月 19 日会见全国公
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
集体表彰大会代表时
发表的重要讲话，为
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
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
了根本遵循。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忠实践行
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
严明的总要求，坚定
不移地走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强警之
路，着力锻造一支党
和人民满意的过硬公
安队伍。要毫不动摇
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
的绝对领导，铸牢对
党绝对忠诚的政治灵
魂，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要牢记人民公安
为人民的初心使命，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依法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大力加强纪律作
风建设，切实担负起
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的重大职
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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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推出有声语文教材

新华社北京 5 月 19 日电(记者白瀛)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 19 日在京联合推
出“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首批 100 篇有
声语文教材。诵读库由 70 多位播音员、主
持人、录音师录制完成，涵盖教育部审定的

全部中小学语文课文。
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

专门成立了由播音和语文教育领域权威专
家组成的审核专家委员会，对每一篇课文
进行了审核把关，达到国家规范读音及表

达标准。
即日起，公众可通过央广网、央视

网、国际在线、教育部官方网站等平台点
击收听“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首期
100 篇作品。

▲ 5 月 19 日，在“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作品发布会上，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朱自清作品《背影》。当日，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作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释放四大新信号

新华社北京 5 月 19 日电(记者董峻、高敬、
王立彬、侯雪静)19 日闭幕的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作出部署，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一起动手，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这次重要
会议传递出哪些新信息、未来美丽中国建设如
何推进，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请专家和有关部
门负责人进行解读。

六大原则：指明新时代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方向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好以下原则。一是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
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
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
和空间。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
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四是山水林
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
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
明建设。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
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
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六是共

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
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
方案，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党委书记陆军
说，六项原则确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
学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
展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的基本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的整体系统观、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
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共谋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的共赢全球观。

“坚持好这六项原则，是指导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指导思想、力量源泉和
行为遵循。”陆军表示。

一个重大判断：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
设，加强法治建设，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制度，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率先发
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
案》，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
2020 年)》，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
折性、全局性变化。

“我们不仅要保护环境还要修复前期被破
坏的环境，这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除减贫外将
要创造的第二个奇迹。”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
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说，“我国将生态环保
理念制度化，并创造性地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
展相结合。同时，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也实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的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跨越一
些常规性和非常规性关口。我们必须咬紧牙
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

自然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副主任郧文聚
说，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
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必须从资源开发
利用的节约集约、从绿色消费方式的培养上
着手，要从资源开发利用、消耗消费上进行源
头治理，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真正转
变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两个阶段目标：通过加快构

建生态文明体系建成美丽中国

会议提出了实现美丽中国的两个阶段性
目标——— 到 2035 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
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
叶，建成美丽中国。

如何实现？会议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包
括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
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安全体系在内
的生态文明体系。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任勇说，
生态文明这五大体系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
部署，也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
策体系。

“环境问题的本质是高资源消耗、高污染
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表现在产业结构、
资源环境效率等方面。所以，构建以产业生态
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是将
生态文明要求融入经济体系的具体任务，也是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任勇表示。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吴舜泽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压实各方责
任，实施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这也是过去五
年工作的成功经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融入政治建

设，其中的要义之一就是要严格考核、严格
问责，将生态环境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惩和
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一个优先领域：解决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

“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还给
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为老百
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从打赢蓝天保卫战到水污染防治、土壤
污染防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
优先领域。

陆军说，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主攻目标是
到 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
态环境保护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

“针对最突出的问题和领域，抓住薄弱环节
集中攻坚，力争在大气、水、土三大领域扎扎实
实地打好几场标志性战役，解决一批突出问题，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扎
实推进净土保卫战。”他说。

据介绍，在三大保卫战中尤其要集中力
量打几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打赢蓝天保卫
战，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
理、渤海综合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
护、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七大标志性战役，解
决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取得扎扎
实实的成效和经验。

吴舜泽表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强化水
资源水污染水生态统筹，采取治理、监管、关
停等综合手段，一地一策差异化地加快改善
环境质量。这也要求必须各部门、企业、社会
全民行动，形成攻坚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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