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我海监船进入钓鱼岛领海

我驻日大使驳回日方抗议
新华社东京 ! 月 " 日电

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 ! 日
强调，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相关海域是中国的领海，中国
海监船系进行正常维权巡航公
务活动，中方不接受日方交涉
和抗议，要求日方停止对中国

海监船公务活动的干扰。
日本外务省审议官斋木

昭隆 ! 日约见程永华大使，
就中国海监船进入钓鱼岛领
海提出抗议。程大使是针对
日方的交涉和抗议作出上述
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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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近日，
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收入分
配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千
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按照国务院部署，"#$% 年 &%

月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成立专门
工作小组，在以往长时间研究的基
础上，深入开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问题研究。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听
取专题汇报，并主持召开部门、专
家学者和地方负责同志座谈会，广
泛听取各方意见。国务院常务会议
两次进行专题讨论。

国务院在通知中指出，收入分配
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

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推
进，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同时，收入
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
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
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
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
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当
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定性阶段。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奠定扎实基础。

通知强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要坚持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倡
导勤劳致富、支持创业创新、保护合
法经营，在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增强

综合国力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富裕
程度。坚持注重效率、维护公平。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
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
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
入的主体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
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
小收入差距。坚持市场调节、政府
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
置和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更
好地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
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
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坚持积
极而为、量力而行。妥善处理好改
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力解决人民
群众反映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突出
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

通知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我国基
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克难攻坚、有序推进。各
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充分认识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
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统筹
协调机制。各有关部门要围绕重点
任务，明确工作责任，抓紧研究出
台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及时跟踪
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各地区要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措施，确保改革
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若干意见》共分七个部分：一、

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
要性和艰巨性；二、准确把握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
标；三、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
四、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五、
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
效机制；六、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
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七、加强深
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组织领导。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陆培
法） 上月各地的雾霾天气危害有多大？
如何成因？中国气象局官员在今天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详细解答了上述公众
关心的问题。

! 大气稳定致污染物积聚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
司长陈振林介绍了今年入冬以来雾霾天
气发生情况：入冬以来中东部地区雾霾
频发，雾霾日数普遍在 !天以上，有的
地方达到 "#天—$#天。河北南部、山
东西北部、四川东部有 ! 天—"# 天的
能见度不足 !##米。

陈振林表示，专家对雾霾天气偏多
偏重原因作了分析，从气象角度来讲，
" 月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动较常年偏
弱，风速小，大气条件稳定，这种天气
条件容易造成污染物在近地面层积聚，
导致雾霾天气多发。另外，秋冬季节我
国气溶胶浓度高，也催生雾霾。雾霾天
气会使近地层大气更加稳定，产生二次
加剧效应，进一步加剧雾霾天气的发
展，导致重污染现象。

陈振林认为，雾霾天气是天气现

象，一定情况下会造成空气质量下降、
污染加重。“我们也提醒相关气象部
门，一些地方应给公众和政府部门提供
静稳天气条件的预报，特别提醒在此天
气尽量不要燃放爆竹，因为会造成大气
污染。”

! 春节期间仍有雾霾

陈振林在介绍未来 "# 天天气展望
时称，$ 月 % 日到 "! 日 （腊月廿六至
正月初六） 之间，冷空气活动较频繁，
南方雨雪天气较多，雾霾天气较前期明
显减少，特别是持续性大范围的雾霾天
气减少。但长江中下游等地有间歇性雾
霾。

陈振林介绍，春节大年初一到初六
（$ 月 "# 日到 "! 日） 期间，整个天气
形势是南方多阴雨，北方以晴或多云天
气为主。""日、"$日，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有小到中雪，其
余时段北方大部分地区以晴天和多云天
气为主。

陈振林提到，长江中下游等地有间
歇性雾霾，未来 "# 天，中东部地区持
续性雾霾天气较前期明显减少，强度减

弱，华北、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等地
有间歇性雾霾天气，主要影响时段在 %

日—"" 日。西南干旱区仍然没有明显
降水，相关部门提醒这些地区森林火险
等级比较高，旱情可能持续或者发展。

! 重点地区加强信息发布

据往年资料统计，春运期间亦是灾
害天气频繁的阶段。陈振林说，气象部
门尤其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的气象部门正在加强雾霾信息发布。

陈振林表示，针对大范围持续性高
污染的雾霾天气，国家卫星中心正利用
风云三号卫星监测雾霾主要覆盖省份，
针对春运期间的天气情况，每天给部
委、决策者报送相关的信息，各个气象
部门都有气象服务专报。

他强调，面向各个部门的预警联动
平台在春运第一天正式运行，$%个部门
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全国范围内春运期
间各种特色气象服务。针对公共交通安
全，中国气象局与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印
发了紧急通知，加强对雾霾天气的监测
预警和信息发布。

国务院批转
《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气象局官员详解雾霾天气成因

长三角春节期间遇“霾伏”

春节临近，不少网站论坛上出现“今年到西
藏去过年”的帖子。随着藏历水蛇新年日益临
近，越来越多的内地游客选择进藏过藏式新年，
感受雪域高原古老藏文化，体验藏历新年文化氛
围，享受拉萨冬日阳光。

今年的藏历新年与春节前后相差仅一天，将
在 $月 ""日到来。藏历新年是西藏众多节日中
最隆重、最富民俗气息的节日，藏语称为“洛
萨”。西藏各地过藏历年的时间不尽相同，而拉
萨等大部分地区以藏历一月一日作为新年。

拉萨藏历新年的庆祝活动从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开始，晚上家人
团聚吃“古突”（面团肉粥）辞旧迎新。藏历初一，每户要出一名青年人
到河边、井口或自来水下“抢”人畜食用的吉祥之水。初二，开始热闹的
走亲访友活动。初三，年轻人会登上山顶插五彩经幡，广大农牧区还将
举行新马驮鞍仪式、赛马、拔河、投掷等活动。藏历新年的欢乐活动将一
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游客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和藏族朋友一起狂欢，还
可以到好客的藏族朋友家里，感受藏历新年的风情。

记者日前从拉萨各大旅行社了解到，为了让游客全面深入体验了
解藏文化，春节长假的旅游路线将特别安排游客造访藏族人家，品尝
“古突”藏历年夜饭，体验“舌尖上的西藏”；跟随转经的信徒，到大
昭寺、财神庙扎基寺祈福；前往拉萨三大寺中的色拉寺、哲蚌寺，观
看大型诵经活动和酥油花制作过程；在神山冈巴拉雪山口，亲手挂起
五彩经幡等活动。

冬季为西藏旅游淡季，住宿、旅游车等费用都很便宜，游客少。
西藏冬天并非想象中的寒冷，拉萨阳光灿烂，日照时间长，和煦的阳
光常常给当地的白天带来十几摄氏度的温度，是名副其实的“日光
城”。此外，旅游景区价格较旺季也有所下降，如布达拉宫门票由旺
季的 $##元&人次调整为淡季的 "##元&人次，可省去排队等麻烦。部
分航空公司还在机票价格上给予组团旅行社较大优惠。

到
西
藏
过
年
去

本
报
记
者

扎

西

文

&

图

"藏族民众在购买切玛盒。切玛盒是传统

斗形容器，分别盛放糌粑和青稞，插上彩色

麦穗和酥油花彩板，意寓期盼来年丰收。

"藏族民众在购买“香布”。这种颜色鲜艳丰富的布条，经

常被挂在窗户和门楣上，寓意吉祥祥和。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外交部
部长杨洁篪 !日晚应
约同美国新任国务卿
克里通电话。

杨洁篪祝贺克里出任美国国务卿。
杨洁篪表示，过去四年，在两国领导人
引领下，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
稳中有进。当前，中美关系处在承前启
后的重要时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
方愿与美方一道，推进相互尊重、互利

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
国关系。双方应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加
强对话，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增进互信，扩大合作，加强在
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更好地维护地
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

克里表示，美中
关系十分重要。美方
期待着同中方增进接
触和交往。美中现有
的战略与经济对话、

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机制卓有成效，美方
愿推进上述对话。美方愿同中方加强在亚
太地区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并保
持在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

双方还就一些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
了意见。

杨洁篪同美国务卿克里通话

怒江大峡谷的另类“春运”
临近春节，在云南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六库镇

双米地村辣子咪村民小组，

靠溜索过江到附近集镇上出

售农产品、购买年货的村民

越来越多，溜索的利用率也

颇高，成了这个小山村“春

运”的重要交通工具。当地

村民告诉记者：“说实话，

我们习惯了，也不害怕。但

我们也盼望修桥，盼望着修

路。”

图为一家三口从集市上

采购年货归来，依靠溜索过

怒江。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本报北京 ! 月 " 日

电（记者黄庆畅）记者从
公安部 '日在京召开的驻
华警务联络官安全官工作
座谈会上获悉：近年来，
我国进一步加大打击跨国
犯罪的力度，$#"$ 年共
缉捕回国 (("名犯罪嫌疑
人，向有关国家移交在逃
人员 $!人。

座谈会上，公安部
向 '" 个国家驻华使馆的
"') 名警务联络官、安全
官通报了 $#"$ 年中国警
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取
得的成效，并就进一步
加强务实执法合作、严
厉打击跨国犯罪展开深
入探讨交流。

$#"$ 年，制造湄公河
“"#·!”惨案的糯康等 %名
主犯被成功抓获在中国依
法受审，顺利实施了 %次
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
动。全年共派出 ()个警官
小组出国调查取证，配合
$" 个国外警官小组来华
取证，与有关国家开展联
合调查和联合行动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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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

电 （记者许栋诚） 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 ! 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中方对缅甸政府
和克钦独立组织在中国会谈
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

有记者问，据报道，缅
甸政府与克钦独立组织 ' 日
在中国云南省瑞丽举行会谈
并达成共识。会谈取得了哪
些具体成果？中方对此次会

谈有何评价？
华春莹表示，在中方协调

和安排下，$月 '日，缅甸政府
与克钦独立组织在中国云南省
瑞丽举行会谈，缅甸总统府部
长吴昂敏、克钦独立军副总司
令滚莫等参加。这是双方近期
冲突升级以来首次直接接触。

华春莹说，中方希望双
方为实现缅北真正持久和平
而努力。

在中方协调安排下

缅政府与克钦独立组织会谈获成果

三峡移民幸福年

$ 月 ( 日是腊月“小年”，从重庆市忠县洋渡镇渔洞村移

民到山东省文登市泽库镇长会口村的三峡移民秦玉和一家在吃

团圆饭。$##" 年，秦玉和与家人移民到长会口村后搞起了水

貂养殖，到 $#"$年，养殖纯收入超过 $#万元。 陈宏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