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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10月11日电
记者 姜辰蓉 石志勇 李华

“这回政府是动真格了！”7月
30 日开始的陕西省秦岭北麓西安
境内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已历时两个多月，大量违规建设在
青山绿水间的私人别墅被拆除。西
安市长安区和鄠邑区是秦岭北麓地
区违建别墅项目较多的，截至 10
月 9 日，两个区拆除违建别墅 600
多栋。

中央高度重视秦岭北麓西安境
内违规建别墅问题，目前，一场旨
在彻底整治这一乱象的秦岭环境保
护攻坚战正在全面展开。专项工作
分清查、整治、追责等几个阶段，
违法建设别墅查清一栋拆一栋。

全面拆除违建别墅
记者在现场看到，安保人员在

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待拆别墅前破
拆机和洒水车在作业，轰鸣声中，
一栋栋别墅陆续被拆除。

秦岭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有着“国家中央公园”和“中国绿
肺”之称。然而，近年来，秦岭北
麓地区不断出现大量违规建设的别
墅。自 7月底至今，一场雷厉风行
的专项整治行动在秦岭北麓西安境
内展开。

目前，长安区共拆除违建别墅
280 栋，面积 17.5 万平方米；鄠邑
区共拆除违建别墅 355 栋，面积
12.7万平方米。

“‘群贤别业’违建项目位于
祥峪村，占地 263 亩，建筑面积

3.9 万平方米，65 栋别墅被拆除。”
东大街道办事处主任杨明说。据
悉，“群贤别业”违建项目是长安
区确定的 15 个违建别墅项目里首
个被拆除的。

据知情人士介绍，秦岭违建别
墅中，一些是私人购买宅基地私自
建设的，一些是开发商以旅游开发
的名义取得了建设许可，暗地里却
行别墅建设之实，还有一些是通过
不合法手段获取用地手续。

违规开发屡禁不止
为了保护秦岭，2003 年陕西

省政府下发的《关于开展秦岭北麓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整治工作的通

知》 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秦岭北麓区域内从事房地产
开 发 ， 修 建 商 品 住 宅 和 私 人 别
墅。”但仍有一些人盯上了秦岭的

“好山好水”，违规建设别墅导致大
量耕地、林地被圈占。

多年来，陕西省和西安市相继
出台 《陕西省秦岭生态保护条例》

《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
法》等多项政策法规，并对部分违
建别墅进行过拆除，但没能刹住这
股风。

在此次整治之前，秦岭北麓西
安境内环山路沿线分布着别墅小
区。这些别墅区有的紧挨山体，有

的沿河而建，有的则直接坐落在缓
坡上，一些别墅项目将售楼广告竖
立在进山的必经之路上。

记者今年 7月采访看到，秦岭
北麓一些地区还分布着正在建设的
别墅区。在一处别墅区的二期项目
工地上，坐落着上百栋已经基本建
好的别墅。

目前，西安市成立 57 个专项
工作小组和拉网式排查工作小组，
在摸清违建别墅底数的同时，聚焦
违规项目涉及的违规供地、未批先
建、批建分离、批小建大等突出问
题。

“环保风暴”向宝鸡等延伸
在很多别墅被拆除后的开阔地

块上，复绿、植绿工作已经展开。
当地林业部门选择适合秦岭自然条
件的特色树种，合理搭配乔、灌、
花、草等多种植被，因景配绿，努
力恢复秦岭山青、水净、坡绿的生
态大环境。

此次“环保风暴”还向宝鸡、
渭南、汉中、安康、商洛等 5市延
伸，这些市均已召开专题会议进行
部署，对秦岭区域违法建筑和破坏
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对
违建别墅、违法采矿、采伐毁林等
行为坚决予以打击。

陕西省委、省政府提出，要
全面做好秦岭各市保护区内违规
建筑整治工作，严厉打击非法采
石、乱采滥挖等行为。同时，陕
西正着力研究完善政策法规，建
立长效机制，进一步规范秦岭保
护和利用。

整治动真格

秦岭北麓600多栋违建别墅被拆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记者张泉） 记者 11日从国家医
疗保障局召开的政策吹风会上获
悉，新纳入医保的 17 种抗癌药
支付标准较零售价平均降幅达
56.7%，患者 11月底前有望买到
降价后的抗癌药。

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印发通
知，将 17 种谈判抗癌药品纳入
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17
年版）》乙类范围，并同步确定
了这些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疗组牵头人
熊先军介绍，本次纳入药品目录的
17 种药品中，包括 12 个实体肿瘤
药和 5个血液肿瘤药，均为临床必
需、疗效确切、参保人员需求迫切
的肿瘤治疗药品，涉及非小细胞肺
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
淋巴瘤等多个癌种。

与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的
支付标准平均降幅达56.7%，大部分
进口药品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
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低36%，将极
大减轻我国肿瘤患者的用药负担。

新纳入医保的17种抗癌药
平均降幅56.7%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记者 李忠发 于佳欣 白洁

历经 40 年改革开放，当今中
国已与世界深度互融互通，也构成
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开放改变中
国、影响世界。

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逆
全球化思潮沉渣泛起，尤其是中
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更是被
置于放大镜下审视：有人说中国
的开放在倒退，有人说中国的开
放是对别国的“经济侵略”，还有
人说中国新一轮开放是迫于压力
的权宜之计……

事实胜于雄辩。只要认清开放
融通的历史潮流，循着中国对外开
放的轨迹，把握世界发展趋势，人
们就会发现，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
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的开放是应对贸
易摩擦的被迫之举还是主
动作为？

10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倒计时一个月。因开放而兴
的上海，届时将迎来全球 13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2800多家参展商。

从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2018 年 年
会，到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再
到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放
合作”是核心关键词，中国与各国
共同发出支持全球化、扩大开放的
时代强音。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中国按照既定部署和节奏，坚定不
移地推动扩大开放，向世界展示信
心和决心。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
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博鳌亚
洲论坛上中国向世界宣布的一系列
举措正在落地。

——5 月 1 日起，取消包括抗
癌药在内的28项药品进口关税；

——5月 30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明确了进一步积极有效利用外资
的措施，包括放宽市场准入，对标
国际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降低企
业经营成本等；

——6月 28日，新版外商投资
负面清单落地，比 2017 年版的 63
条减少了 15 条，22 个领域大幅放
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

——7 月 1 日起，相当幅度降
低汽车进口关税，包括汽车整车及
零部件进口关税，较大范围降低日
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9月 30日，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发布公告，自 2018 年 11

月1日起，降低1585个税目的进口
关税。至此，我国关税总水平将由
上年的9.8%降至7.5%；

……
开放的脉络，始终清晰地刻印

在中国发展进程中——
“中国当前的扩大开放，是在

审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基
础上，主动实施的发展策略，是解
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
是符合自身利益和未来发展需求的
自主开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院教授王孝松说。

中国的开放是经济威
胁还是发展机遇？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
间，中国推出以实施“八大行动”
为核心的上百项务实合作措施，使
中非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

“如同一支蜡烛点燃另一支蜡
烛，世界会更加光明。”非洲媒体
的这句话表达出中非共同发展普遍
愿望。

随着“一带一路”项目和投融
资的增加，西方媒体“债务陷阱”等
说法也随之而来，认为中国贷款加
重有关国家债务负担，从而形成又
一波“中国威胁论”。

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2017
年来自中国的贷款占斯里兰卡外债
10%左右，其中 61.5%是低于国际
市场利率的优惠贷款；巴基斯坦

42%长期债务来自多边机构贷款，
中国贷款仅占10%；2000年至2016
年，中国对非贷款仅占非洲总体对
外债务的 1.8%，且主要集中在基
础设施等行业。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近日
刊登题为《中国带来就业机会》的
长篇报道，文中提到对 8个非洲国
家 1000 多 家 中 国 企 业 的 一 份 调
查，三分之二的中国企业为当地人
提供技能培训，二分之一企业提供
实习机会，三分之一企业为当地引
进了新技术。

中国的开放，不仅没有对他国
的经济造成威胁，反而带来更多发
展机遇——

对发达国家而言，以中美经
贸 为 例 ， 美 国 对 中 国 的 出 口 从
2001 年的 262 亿美元增长到去年
的 1539 亿美元，中国也从美国的
第 9 大出口市场变成了第 3 大出口
市场。

美国企业和民众最有发言权：
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估算，2015
年美国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支
持了美国国内 260 万个就业岗位；
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
节省850美元成本。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中国
已成为最不发达国家最大的出口市
场，占这些国家出口的20%。而且
中国一直通过积极提供无息贷款、
人员培训等，帮助提高最不发达国
家参与全球贸易的能力。

中国是公平贸易的破
坏者还是坚定维护者？

加入世贸组织的 17年里，中国
开放程度远远超出当初承诺的广度
和深度：在世贸组织 12大类服务部
门的160多项分部门中，中国已开放
9大类的100项，接近发达国家平均
开放的108项，远超发展中国家的54
项；中国服务领域开放部门已达到
120个，远超当时规定的100个……

“当一些国家要修正甚至放弃
现存国际贸易体系的时候，中国已
经 成 为 这 一 体 系 最 有 力 的 捍 卫
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所长郑永年说。

世贸组织争端裁决的研究报告
显示，世贸组织三分之二的违规由
美国引起。另据有关统计，一年多
来，美国政府对数十个国家的 94
项“不公平交易”进行调查，同比
激增8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
易学院教授崔凡说，中国对外开放
已经站上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在拓
宽开放大门的同时，着力加强开放
规则和制度建设。

商务部部长钟山日前表示，今
年中国宣布的系列开放举措正在逐
项落实，今后中国开放力度会更
大、水平会更高，中国将继续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企业营造更
好的营商环境。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当前中国改革发展述评

9 月 6 日，大型机械对“群贤别业”内的别墅进行拆除 （无人机拍
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完善促
进 消 费 体 制 机 制 实 施 方 案

（2018－2020 年）》（以下简称
《方案》），部署加快破解制约居
民消费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
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发居
民消费潜力。

《方案》 提出了 2018－2020
年实施的六项重点任务。一是进
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
入。主要包括出台实施进一步促
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的政策措
施，扩大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
产品开发试点范围，加快制定赛
事审批取消后的服务管理办法，
合理放宽社会办医疗机构配置大
型医用设备规划预留空间，取消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开展家政服
务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举办高
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等
政策措施。二是完善促进实物消
费结构升级的政策体系。主要包
括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壮大绿色消费，促进智能汽车创

新发展，加快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
（5G） 技术商用等政策措施。三是
加快推进重点领域产品和服务标
准建设。主要包括将内外销产品

“同线同标同质”工程实施范围逐
步由食品农产品领域向消费品等
其他领域拓展，加强消费产品和
服务标准制定等政策措施。四是
建立健全消费领域信用体系。主
要包括完善消费领域信用信息共
享共用机制，在部分地区试点建
立失信企业惩罚性赔偿制度，完
善食品药品等重要消费品召回制
度等政策措施。五是优化促进居
民消费的配套保障。主要包括制
定出台新个人所得税法相关配套
制度和措施，积极开展个人税收
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加快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
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政
策措施。六是加强消费宣传推介
和信息引导。主要包括加强消费
领域统计监测，加强消费领域大
数据应用，认真做好消费宣传引
导工作等政策措施。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实施方案（2018－2020年）》

据新华社郑州 10 月 11 日
电 2018 年 10 月 11 日，河南省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
开庭审理了全国人大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王三运受贿一案。郑州市人民
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
告人王三运及其辩护人到庭参
加诉讼。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起
诉指控：1993 年至 2017 年，被
告人王三运利用担任中共贵州省

六盘水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
记、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及甘肃省
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
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
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
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入股银
行、工程承揽和职务晋升等事项上
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
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
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6685 万
余元，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王三运受贿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杭州10月11日电
（记者屈凌燕）记者从日前举行的
浙江省“放心消费在浙江”推进会上

获悉，浙江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数量
不断扩大，至今年7月，线上线下无理
由退货承诺单位有24300多家。

我省两万余商家承诺无理由退货

3月22日在海南博鳌拍摄的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 （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