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批覆》，城市副中心規劃範圍
155平方公里，加上拓展區覆蓋通

州全區約906平方公里。北京城市副中心
將以舒適宜居為標準，將城市副中心人
口密度控制在0.9萬人/平方公里以內。
到2035年，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130萬
人以內，城鄉建設用地規模控制在100平
方公里左右。
《批覆》指出，北京城市副中心將有
序承接中心城區功能疏解，與河北雄安
新區錯位發展，充分發揮新兩翼的疏解
承接作用，推動城市副中心與河北省廊
坊北三縣地區協同發展。同時，《批
覆》強調，城市副中心應發揮對周邊的
輻射帶動作用，通過政府引導、市場運
作及合作共建等方式，推動交通基礎設
施、公共服務和產業向河北省廊坊北三
縣地區延伸佈局。

對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對《北京
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詳細規劃（街區層
面）（2016 年—2035 年）》的《批
覆》，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主持召開了市
委常委會。會議指出，按照《批覆》要
求，北京市將抓緊完善城市副中心建設
指導意見、控規實施方案及到2022年的
行動計劃；調整完善城市副中心管理體
制。及早啟動實施今年任務，抓緊編制
或完善重點地區和重點領域的專項規
劃、實施方案以及12個組團控制性詳規
深化方案等，抓好11項重點任務進度。
平穩有序完成市級機關搬遷工作。繼續
抓好房地產市場調控，嚴禁炒房炒地，
抑制投機行為，堅決遏制違法建設。
對於《批覆》提出的「發揮城市副中
心對周邊的輻射帶動作用，推動城市副
中心與河北省廊坊北三縣地區協同發

展」，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學術
委員會主任葉裕民認為，《批覆》體現
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城鄉統籌
發展問題。

產業同質化競爭嚴重
他指出，目前廊坊北三縣地區產業層
次尚需提升，城市副中心與廊坊北三縣
地區產業互動不足，未形成產業發展梯

次，產業同質化競爭嚴重，制約了地區
產業的轉型升級。
葉裕民指出，《批覆》提出的「通過

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及合作共建等方
式，推動交通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產
業向河北省廊坊北三縣地區延伸佈局」
等手段，有利於推進未來城市副中心統
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提高廊坊
北三縣地區對區域的服務保障功能。

▲▲京城副中心規劃昨日獲批京城副中心規劃昨日獲批
覆覆。。圖為影偶展演在通州台圖為影偶展演在通州台
湖公園進行湖公園進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一角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一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中共中

央、國務院昨日發佈關於對《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

性詳細規劃（街區層面）（2016年－2035年）》

的《批覆》。根據《批覆》，北京城市副中心將有

序承接中心城區功能疏解，與河北雄安新區錯位發

展，充分發揮新兩翼的疏解承接作用，推動城市副

中心與河北省廊坊北三縣地區協同發展。同時，

《批覆》強調，城市副中心應發揮對周邊的輻射帶

動作用，實現通州區與包括三河、大廠、香河在內

的河北省廊坊北三縣地區統一規劃、統一政策、統

一標準、統一管控，促進協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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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副中心規劃獲批覆
與雄安新區錯位發展 共同發揮新兩翼疏解承接功能

央視
快評

香港文匯報訊 1月 2日，習近平總
書記向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
院致賀信。總書記在賀信中指出，新
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
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
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
慧、走向未來。
央視發表快評指出，欲知大道，必

先知史。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飽含
着每個國家興衰成敗、安危榮辱、正

邪義利的經驗教訓；歷史是最好的營
養劑，充滿了了解昨天、把握今天、
開創明天的智慧源泉，蘊含着激發人
類奮勇向前取之不竭的精神財富；歷
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反映
了一個民族生生不息、頑強不屈的奮
鬥歷程，書寫着一個國家開天闢地、
奮發有為的壯麗史詩。
快評說，中華民族歷史宏大深厚。

我們有光輝燦爛的古代史，有為民族
獨立而浴血奮戰的近代史，還有為國

家富強而砥礪奮進的現代史。當代中
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今天的
許多事情都能在歷史明鏡中看到影
子，許多時代之問都能在歷史規律中
得到答案。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習近
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繼續發揚
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鑑歷史的優
良傳統，總結歷史經驗汲取智慧，把
握歷史規律指導實踐，順應歷史趨勢
贏得未來。
快評進一步指出，鑑古知今，學史

明智。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
慧，我們才能行穩致遠，走向更加輝
煌的未來。新時代是中華民族大發展
大作為的時代，國家的大發展離不開
社會科學的大繁榮，社會科學的大繁
榮離不開歷史研究的大突破。讓我們
以習近平總書記賀信精神為強大動力
和重要遵循，從歷史中汲取澎湃力
量，從歷史中獲得發展秘訣，為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加
光輝的時代新篇！

立時代之潮頭 通古今之變化 發思想之先聲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
辦公廳近日印發了《關於全面推行行政
執法公示制度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重大
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度的指導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就全面推行行
政執法公示制度、執法全過程記錄製
度、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度（以下
統稱「三項制度」）工作有關事項提出
明確要求。
《意見》強調，要全面推行行政執法
公示制度，按照「誰執法誰公示」的原
則，明確公示內容的採集、傳遞、審

核、發佈職責，規範信息公示內容的標
準、格式，及時通過政府網站及政務新
媒體、辦事大廳公示欄、服務窗口等平
台向社會公開行政執法基本信息、結果
信息。
要全面推行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通

過文字、音像等記錄形式，對行政執法
的啟動、調查取證、審核決定、送達執
行等全部過程進行記錄，並全面系統歸
檔保存，做到執法全過程留痕和可回溯
管理。對查封扣押財產、強制拆除等直
接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重大財產

權益的現場執法活動和執法辦案場所，
要推行全程音像記錄。

未經法制審核 不得作出決定
要全面推行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

度，行政執法機關作出重大執法決定
前，要嚴格進行法制審核，未經法制審
核或審核未通過的，不得作出決定。
《意見》明確，要全面推進行政執

法信息化建設，加快推進執法信息互
聯互通共享，有效整合執法數據資
源，為行政執法更規範、群眾辦事更

便捷、政府治理更高效、營商環境更優
化奠定基礎。
《意見》提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

及其部門的主要負責人要切實加強對
本地區、本部門行政執法工作的領
導，做好「三項制度」組織實施工
作。要把「三項制度」推進情況納入
法治政府建設考評指標體系，納入年
底效能目標考核體系。對工作不力的
要及時督促整改，對工作中出現問題
造成不良後果的單位及人員要通報批
評，依紀依法問責。

國務院：全面推行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
道）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昨日在
出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佈會時

表示，中國司法機關正在嚴格按照法律
規定的程序，辦理兩名涉嫌在中國違法
的加拿大公民的相關案件。他強調，兩
位加拿大公民違反了中國法律規定，接
受中國調查是符合程序的。
當日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及中國政

府預計何時正式起訴被拘留的兩位加拿
大公民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邁
克爾（Michael Spavor），張軍回應
指，這兩個案件在媒體上均有很多報

道，國內外較為關注。「按照中國法
律，他們處在被調查階段。」他表示，
司法機關在辦理相關案件過程當中，都
是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沒有任何
違反法律規定的情況。
張軍強調說：「毫無疑問，兩位加拿

大公民在中國違反了中國的法律規定，
現在接受調查是符合程序的，相信會按
照程序向前推進。」
根據此前消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

慷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時表示，中方有
關部門已先後對兩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凱
和邁克爾依法採取強制措施，並通知加
拿大駐華使館。兩人涉嫌從事危害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活動，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北京市國家安
全局和遼寧省丹東市國家安全局分別於
2018年12月10日對上述二人依法採取
強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偵辦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中國
社科院人口所與社科文獻出版社昨日發佈《人
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
No.19》指出，如果中國總生育率一直保持在
1.6（每個中國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數
量）的水平，人口負增長將提前到2027年出
現。2065年人口減少到11.72億，相當於1990
年的規模。長期的低生育率會導致高度的老齡
化和人口衰退，從而給社會經濟帶來多重挑
戰，中國人口負增長時代即將加速到來。
綠皮書指出，對於中國的人口而言，21世

紀上半葉發生最大的人口事件莫過於人口負增
長時代的到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國
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上午舉行新聞發佈會，對
於備受關注的最高人民法院「卷宗丟失事
件」，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監督範
圍，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回應稱，最高
人民法院內部正在展開調查，歡迎社會知情人
士提供相關情況。「涉及法院正在處理的問題，
我們也注意到了，切實情況，我們相信會通過
調查搞清楚，依法公正處理好社會關注的問
題。」
此前，微博賬號「崔永元」發博文並附四張

圖片，爆料稱「陝西千億煤礦案」卷宗在最高
人民法院丟失，引起廣泛關注。在事件持續發
酵之際，疑似最高法辦案法官王林清自述視頻
流出，事情真相變得愈加撲朔迷離。
2018年12月29日晚，最高法機關紀委就此

作出回應稱，經核實，微博賬號「崔永元」所
附四張圖片，其中兩張圖片所載內容與目前保
存在最高法檔案處的（2011）民一終字第81
號案件副卷的有關內容相同（其他兩張為媒體
報道截圖）。最高法方面已啟動調查程序，歡
迎崔永元教授等知情人提供情況，並強調若發
現最高法工作人員違反審判紀律問題，將依紀
依法嚴肅處理。同時，還附上最高法違法違紀
舉報系統電話。

最高檢：加國兩公民涉嫌違法正受查

回應最高法「卷宗丟失」
張軍：相信會調查清楚

2027年或現人口負增長報
告：

《批覆》要點
以副輔主、主副共興

城市副中心建設不是簡單地造一個新城，

要處理好和中心城區的關係，帶動中心城

區功能和人口向城市副中心疏解，同時更

好加強對中心城區首都功能的服務保障，

實現以副輔主、主副共興。

嚴格控制城市規模

到2035年，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130萬人

以內，城鄉建設用地規模控制在100平方

公里左右。

全面增加水綠空間總量

統籌考慮水資源、水生態、水安全、水景

觀要求，建立全流域水污染綜合防治體系。

建設國際一流的市政基礎設施體系

高標準規劃建設防災減災基礎設施，強化

城市安全風險管理，建立城市智能運行模

式和治理體系。提高本地就業率，實現職

住平衡發展。

建立健全國土空間規劃控制引導機制

強化交界地區規劃建設管理，嚴格控制開

發強度，堅決遏制貼邊發展和無序蔓延。

城市治理體系

實施扁平化、精細化、智慧化城市管理，

盡快形成與城市副中心相匹配的城市治理

體系。

■資料來源：新華社

▲▲被中國扣押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凱被中國扣押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凱
（（左左））和邁克爾和邁克爾．．思巴夫思巴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