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全力准备迎接南水北调来水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

者 魏梦佳"我国最大生态调水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于近期正式

通水# 记者从北京市南水北调办公

室了解到 $目前北京已做好南水北

调接水准备工作 $首批参与接水项

目均已具备接水条件 $静待江水进

京#

据悉$为确保南水北调来水%调

得进&用得上'$北京从
!""#

年
$

月

开始全面建设配套工程以接纳来

水$主要建设项目包括约
!""

公里的

输水管线工程& 总调蓄库容约
$"""

万立方米的调蓄工程& 日供水总规

模约
$""

万立方米的新建&扩建和改

造水厂工程等#

截至目前$大宁调蓄水库&南干

渠&团城湖调节池&水厂工程等首批

参与接水项目均已具备接水条件 $

满足通水需要#

!!!!!!

土耳其东南部抗议!伊斯兰国"

示威引发严重冲突
!"

月
#

日!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抗议人群与

警察发生冲突 " 由于连日来土耳

其发生大规模抗议极端组织 #伊斯

兰国$武装的游行示威!一些地区爆

发的冲突还造成
!$

人丧生!土耳其

东部和东南部
%

个省已从
&

日起实

行宵禁%

新华社发

!!!!!!

华盛顿出租车司机罢工抵制打

车软件
!"

月
#

日! 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出租车司机在宾夕法尼亚大

街参加罢工" 当日!数百辆出租车的

司机在华盛顿市中心举行罢工和游

行! 抗议打车软件公司参与行业竞

争" 打车软件的迅速兴起!使大量私

家车进入出租车行业!已在多个国家

和地区引发正规出租车司机的集体

抗议"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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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推动"到!法治引领"

+++来自上海自贸区的探索与思考

%法无禁止皆可为& 法无授权不可

为& 法定职责必须为'+++上海外高桥

综合服务大厅竖立的这块显眼招牌$因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年来的

探索实践广为人知#

今年
#

月
!#

日$ 上海自贸区挂牌

成立已满一年#虽然看不到%推地刨坑&

大楼拔地'的大规模变化 $但 %润物无

声'的法治建设与制度变革一直激荡其

中#

在万众瞩目中$%法治'与%改革'一

起成为高频词$体现着中国改革伟业从

%政策推动'迈向%法治引领'的历史趋

势#

改革的红线意识&底线思维何以体

现, 改革如何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在法

治轨道上运作,法治如何引领改革闯关

破障&攻坚克难--在这一系列时代课

题面前$上海自贸区交出一份漂亮的法

治答卷$让世界对中国法治的进步有了

新认识#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十八届中

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专题研究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之际$上海自贸区所展

现出的法治图景$引发更多&更深入的

探索与思考#

高点试验$依靠法治闯新路

在一年前挂牌时$有人发出这样的

疑问*上海自贸区能否在世界经济减速

的背景下%杀出一条血路'$释放更多的

改革红利$收获%可复制&可推广'的制

度经验,

面对这道难题$ 中国改革的决策者

和参与者们以令人惊讶的高点试验手法$

让自贸区奏响了法治引领改革的强音#

去年
%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上

海自贸区内$对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调整外

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

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

社会普遍认为$这一授权决定为国

务院在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行政审批

事项提供了依据$进一步扫除了法律障

碍$体现了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

精神$也表明了中国法治的进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或者批

准方式$就法律法规适用范围进行局部

调整$规定特定地区可以暂时调整或者

暂时停止实施有关法律法规$是一项法

律工作的创举#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主任丁伟说#

要%明规定'&不要%潜规则'$是上

海自贸区从成立伊始$就明确的法治化

方向# 为此$上海自贸区自身不断加强

法治建设$力求以法治引领改革&规范

创新#

中国第一张针对外商投资的负面

清单$就来自于上海自贸区# 在负面清

单之内$严格实行标准化审批$减少自

由裁量$以阳光的办事环境来杜绝灰色

的%抽屉协议'#

今年
%

月
,

日起施行的.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更是从管理

体制&投资开放&贸易便利&金融服务&

税收管理$到综合监管&法治环境等方

面$对推进自贸区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规

范#

越发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

环境$催生了大规模&井喷式的企业集

聚#与昔日的开发区&保税区对比$上海

自贸区并没有任何特殊政策优惠$但一

年内新设企业数量逾
,-!

万家$超过其

前身上海综合保税区
!"

年的注册总

和#

%外资准入管理原有
,"""

多项审

批$去年实行负面清单后$减少到
,#"

项$今年又减少到
,.#

项# '上海自贸区

管委会副主任朱民告诉记者$在没有税

收优惠&没有特殊政策的背景下$这样

的企业集聚效应只能来自于制度创新&

法治规范的%改革红利'#

多位参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干部

认为$政策推动改革在法律体系不完备

时有其合理性$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形成后$不能再倡导%改革要

上& 法律要让'$%超常规发展要突破法

律'等传统思维#

%改革不是想要怎么改就随便怎么

改$法律红线不能碰$法律底线不能越$

这才是法治思维#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说$%重大改革要

于法有据$ 需要突破的要法律授权$法

无禁止才能大胆试# '

主动作为$引领改革闯难关

中央要求$上海要承担起自贸试验

区先行先试的主体责任$努力建成法制

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成为

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

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

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

将改革积累下来的经验和制度成

果进一步固定下来$使之能够持续地复

制&推广$正是上海自贸区大胆作为&朝

着法治化方向不懈努力的重要标志#

目前$ 上海自贸区已形成
/"

多项

可复制推广的改革措施$ 其中
!,

项已

在全国或部分地区推广$

."

多项具备

复制推广的基础$另有一批改革创新事

项正在加快实践#

先证后照改先照后证&注册资本实

缴改认缴&企业年检改年报公示&跨国

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如今$

上海自贸区这一系列制度创新的星星

之火$已迈出自身
!%-0%

平方公里$在全

国形成燎原之势#

伴随上海自贸区的成长$ 负面清

单&非禁即入&%种苗圃'--一系列新

的改革理念&术语在全国广为传播#

实践证明$在探索中出现的成熟交

易规则或创新制度$必须通过法律固化

的方式才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宝贵经验#

%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哪些事项$

通过什么方式先行先试$都需要上升到

制度层面$ 固化为相关的法律制度$因

此$0可复制&可推广1的实际上是上海

自贸区先行先试相关的法律模式&法律

制度# '丁伟说#

这些法律模式&法律制度$不仅为国

内其他地区所关注&学习和借鉴$更吸引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投资者$ 他们对

自贸试验区规章制度& 行政法规的出台

抱以极大的好奇心$并持续密切关注#

%过去不少法律法规缺乏透明度$

很多管理条例注明要符合0相关条件1$

具体什么条件却不直接写清楚#所以就

算我们有再多优惠政策$很多外商也怕

上当不敢来投资# '在朱民眼中$比%负

面清单'更重要的是明确%法无禁止皆

可为'$ 让企业对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

么都有了清晰的预期#

有些人曾担心$随着改革进入%深

水区'$体制改革&模式创新与现行法律

法规的抵触在所难免$ 外加法律滞后

性&稳定性与改革前瞻性&多变性等特

质间的矛盾叠加$改革之路不会平坦#

然而$ 上海自贸区的探索充分证

明* 重大改革与法律障碍之间的矛盾

可以妥善解决$ 法治对改革的作用不

仅是规范和控制$ 更有积极的引领和

保障#

更为重要的是$唯有以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固化改革创新成果$以法治的

力量推动复制推广创新制度$才能加快

形成符合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的高标准

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

%上海自贸区冠以0中国1字头$显

示改革试验的着重点不在于优惠措施&

政策倾斜$而在于整个市场经济的制度

创新$这其实是面向全局的局部试验性

制度安排$是运用契约精神&法治理念

进一步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

努力过程#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法律与

人文综合教研部副教授王丹说#

重在务实$制度创新添活力

上海自贸区涌现的%改革红利'$吸

引着国内外的目光$也引发了一股%申

报潮'$不少地区跃跃欲试$希望也能给

自己带上%自贸区'的帽子#

然而$复制%政策区域'绝非国家设

立上海自贸区的本意$ 如何让更多地区

冷静深思& 因地制宜建设完善法治化环

境$进而推动%法治中国'的进步$才是上

海自贸区作为%改革试验田'的价值所在#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主要

议程之一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上

海自贸区虽刚满周岁$但其探索与实践

已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不少弥足珍

贵的启示*

+++上下联动$完善法律体系#

上海自贸区以一地之力承担国家

战略$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

上下联动$前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

务院暂时调整部分法律法规的行政审

批$后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在国家

和地方层面以不同方式完善法律体系#

这意味着$国家层面可创造性运用

%重大事项决定'形式$为改革事业打开

更大空间2 而基层建设者们则不能被动

%等米下锅'$ 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

中迫切需要突破的制度障碍开展地方性

法律法规的完善工作$积极%选米下锅'#

+++统筹远近$突出改革前瞻#

%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上

海自贸区承担着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

大开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

使命# 目前$上海自贸区部分新兴经济

领域的创新举措期盼更充分的法律保

障$如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国家安全

审查&反垄断审查等领域都需进一步理

清理顺法律关系#

这意味着法律法规需要在长期稳

定性与适度前瞻性之间取得平衡$为改

革事业保驾护航#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原副主任黄钰认为$一方面$要及

时固化经过试点被证明是有效的&成功

的改革创新措施$成为可复制&可推广

的规则2另一方面$对已成为改革探索

障碍的法律法规$综合运用改&废&释等

不同形式$尽快废止或调整实施#

+++放管相济$确保蹄疾步稳#

国务院近期发布自贸区扩大开放

新举措$ 允许外商以独资形式投资高

铁&石油勘探&盐业&航空运输销售代理

等部分领域$为上海自贸区%周年庆'献

上厚礼# 而随着开放领域的逐步扩大$

如何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成

为完善法治化环境的关键#

目前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已梳理出

1$

项行政审批事项&

."

项日常管理事

项&

#

项处罚事项$与之相配套$还将推

进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加大政府信息

公开力度#

专家认为$在负面清单以外$上海

自贸区即将建立的权力清单制度$是完

善放管相济& 权责对等的法治体系$确

保改革开放事业蹄疾步稳的关键#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事业进一步开

展$ 越需要让法治与改革同步相伴&砥

砺前行$越需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深化改革&创新制度&凝聚共识&推动发

展&排纷解难#

有理由相信$承担法治建设和深化

改革双重探路使命的上海自贸区$必将

在加快形成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的完善&稳定的法治体系方面$交出

更多&更漂亮的答卷3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开栏的话

金秋十月!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在北京

召开!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

年前!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

方略的高度!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

,$

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司法体制改革加快

推进!行政执法更加规范!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依法治国仍在路上% 新形势下!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

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必将开启中国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新的历史阶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新华社于
#

日起!陆续推出&法治中国*迎接四中全会特稿$等融合

报道!充分发挥新媒体报道)传统报道)集成报道优势!通过文字)图片)

视频有机融合!回顾法治建设辉煌历程!揭示依法治国科学内涵!展望

法治中国美好前景!迎接四中全会胜利召开%

!"#$

%&'(

!"#$%&'()*+,-./012345

!!!!

这是雾霾笼罩下的长沙湘江主航道%

!"

月
'

日!湖南长沙受多晴少

雨天气影响!雾霾笼罩!市区空气质量下降% 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 摄

!!!!!!

震区
%###

顶帐篷到位 受灾群

众安置有序开展
!"

月
'

日拍摄

的永平镇最大的临时安置点! 这里

已经安置了约
3""

人入住% 当日!云

南景谷地震急需的
#"""

顶帐篷全部

运抵震中永平镇并向周边受灾村寨

发放! 震区各村寨都建立了临时集

中安置点!受灾群众搬进了防震棚!

并得到妥善安置%

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 摄

!!!!!!

危!剂"四伏 台湾饮料)

酒鬼酒等风波!让&塑化剂$这一

本陌生的化学名词!引起广泛关

注% 然而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塑

化剂并未走远! 其仍在化妆品)

保健食品) 儿童玩具中存在!一

份检测报告甚至显示 !

$""

份食

品中!逾四成超出国家规定限量

值% 塑化剂危害男性生殖能力

并促使女性性早熟!长期大量摄

入可能导致肝癌% 专家表示!要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涉&塑$数

据!不应成为一个让公众疑虑的

&黑匣子$%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新华漫说

刚刚从国庆长假中放松了心神的

人们又被揪紧了神经$ 入秋以来的首

轮区域性污染袭向华北#

%

日$北京下

半年首个%重污染预警'启动$等级为黄

色#

#

日$北京把重污染预警&霾预警双

双升级为%二级橙色等级'#

%重度霾'频发之下$面对不能呼吸

的 %痛'$ 怨天尤人和无动于衷都不足

取# 公众需要积极行动起来$学会科学

地应对雾霾# 政府则需要多措并举$将

减排的好措施落实到基层#

%

日晚$由于雾霾$遮挡住了许多

地方%月全食'的古铜色满月#然而
#

日

早晨$记者在北京市街头发现$能见度

不足
,

公里的雾霾下$路上戴口罩的人

依旧寥寥无几$ 推着孩子出门遛早&锻

炼的老人比比皆是--

专家指出$霾天气可导致近地层紫

外线的减弱$ 易使空气中的传染性病

菌活性增强$导致传染性疾病增多# 颗

粒物也可直接进入肺部$ 并黏附在呼

吸道和肺叶中$引起鼻炎&支气管炎等

病症#

北京市气象局相关专家称$ 中度&

重度霾下$ 天气容易对人体呼吸循环

系统造成刺激$ 尤其是早晨空气质量

较差$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因此$抵抗力弱的老人&儿童及患

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易感人群$ 应尽量

少出门$或减少户外活动$并在外出时

戴口罩防护#

虽然引发雾霾的原因不止一个$但

%秸秆焚烧' 无疑是加重此轮雾霾的因

素之一#

环保部对秸秆焚烧的卫星遥感监

测显示$ 北方地区逐渐进入秋收季节$

国庆期间部分省市秸秆焚烧集中# 早

在今年
1

月夏收季节$ 天津& 河北&山

东&山西辖区范围内$遥感设备就监测

到
$""

多个火点#

!",.

年
,"

月$针对治理大气污染

的北京及周边六省区协作机制形成 $

秸秆禁烧被作为各地
!",$

年重点任务

之一#

据了解$自
,##%

年起$北京地区不

断鼓励秸秆再利用新技术$收集&粉碎&

发酵&制作有机肥&饲料化等$如今冬小

麦秸秆
,""2

还田$春玉米&夏玉米还田

率
#"3

$ 对于分布零散的点状耕地$北

京市今年在北部山区推广 %玉米秸秆

打捆机'$ 避免因大型农机进入困难产

生的焚烧隐患#

王宇表示$从传统观念的%焚烧后

灰分深翻还田'$到如今%粉碎免耕还田

再播种'$是环境意识的逐渐转变$更是

秸秆多渠道利用的探索#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