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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6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三次会议审议《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
意见》，该文件在当月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
过，并于一个月后发布。一年时间过去，全国已有17
个省区出台了省级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这些省级的户籍制度怎么改？有什么共同特
点？未来走势如何？

城市类型不同，政策不同

截至目前，已经公布省级户改方案的，是河北、
河南、黑龙江、湖南、安徽、山东、新疆、江苏、江西、
广西、山西、陕西、吉林、福建、贵州、青海和四川。梳
理这些省份的户改方案，我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城
市，其改革措施也各有不同。

以省会城市为例，多省份的省会出台了“积分
落户”制度。如陕西西安，就以合法稳定就业和住
所、参加社保和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设置
落户积分分值，达到一定分值的流动人口本人及家
属，可以申请登记常住户口；黑龙江哈尔滨市，则采
取“双轨制”，在人口承载力较大的 4个主城区设立
积分制度，其他地区则放宽落户条件；福建福州市，
也将在6月30日之前确立积分落户制度。

对于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大部分的省区已
放开落户政策。比如河北，像沧州、衡水等城区
人口在 100 万以下的地市以及全省的县城、建制
镇，则全面放开落户政策；类似的政策也在安徽
落地，只不过城市规模被具体细化为 100万以下、
100万至 300万、300万至 500万和 500万以上几个
层次，采取松紧不同的政策。

而已经出台户改意见的省份，其共同的特点，
就是取消了农业和非农户口的性质区分，几乎所有
的省份都开始实施居住证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流
动人口可以根据连续居住年限和参加社保等条件，
逐步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就业扶
持、住房保障、养老、社

保、教育等权利。

吸引高级人才落户

此次户籍改革的另一大特点，则是进一步放
宽了对人才流动和落户的限制，以鼓励外来人才

发挥更大的作用。
例如，江苏南京就专门出台了 《南京市人才

落户工作的实施意见》。据此规定，应届生可不必
担心毕业后户籍保留的年限，户口可以长期保留
在当地的人才就业中心，而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
才，只要找到工作就能落户。除此之外，部分
高级人才还能解决全家落户
的问题。

在山东，各类中高级科技人才可以享受“来去
自由”的政策，可在城乡间自由流动，而不必担心
户口的落地问题；凡属引进并取得《山东省外来人
才聘用证》的人才，到山东工作而不在山东落户
的，则发放《山东省外来人才居住证》，凭证享受
当地居民同等待遇。

未来放开是趋势

梳理已经发布省级户改方案的 17 个省区，可
以发现，这些省区大多数属于经济上不算发达、人
口输出比较大的省区，其城镇化率也相对较低。不
过，根据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北京、上海、重庆、广
东、内蒙古等地也明确了今年将出台户籍改革文
件，或实行及健全居住证制度等；在没有公布省级
改革措施的地区，一些市级方案也已出台。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南开大学建设与管理研
究院院长关信平表示，根据国务院的意见，总体
来说，未来户籍改革的走势是放开、取消城乡户
口差异，但在实际操作中还需克服种种困难。

“各地情况不完全一致，需要根据本地情况设置
当地放开方式和时间表。就目前来看，户籍改革的
最大困难，是城镇化过程所带来的矛盾性的问题。比
如，公共资源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大城市，工作机会
好，收入也高。但是一窝蜂地去大城市，就会超过承载
能力。这并不能完全靠市场机制来调节，时间长了也
会造成很多矛盾。所以，根本的出路还是发展经济，使
中小城市也能具有就业、创业的机会，提高城市的吸
引力。只有这样，户籍改革才能配套完
成。”关信平说。

最近，《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正在非洲肯尼亚、坦
桑尼亚热播。观众借助中国在非洲的数字电视播放平
台，每月只需要花两三美元就能看到30多个频道，节
目涵盖新闻、综合、影视、体育、娱乐、儿童等类型，语种
涉及英语、法语、葡语、斯瓦希里语等8种语言。

如今，在非洲提到中国，已经不只是修铁路、承
包矿山工程的代名词。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
与到非洲的文化建设，特别是积极与非洲本土企业
合作生产文化产品，中非合作在经贸和文化两个领
域同时走上快车道。

讲述中国故事

来自肯尼亚的罗伯特因为琢磨“炖鱼贴饼子”用斯
瓦希里语怎么说已经错过了晚饭时间。作为中国四达
时代集团中国总部的外籍译制配音人员，他和同事正
在加紧为《舌尖上的中国2》翻译和配音。在他们的努力
下，非洲的观众已经看到了说英语的孙悟空、说法语的
杨过和小龙女以及讲着斯瓦希里语的青春剧《奋斗》。

4年来，《咱们结婚吧》、《舌尖上的中国》、《青年医
生》、《我的青春谁做主》等60余部中国电视节目被翻
译成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走进非洲的千家万户。

“以前，中国是非洲很多国家的好朋友，可也是
一个穷朋友。现在，中国富起来了，大家关心中国是
怎么发展起来的，想知道老朋友现在是怎么生活

的。”四达时代集团总裁庞新星表示。
在四达时代的数字电视平台上，可以看到中国

功夫、中国影视、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来自中
国的内容和频道。未来，中国擅长的体育运动如跳
水、体操等项目的国际锦标赛，以及有非洲球员参
加的中超联赛，也将通过四达时代的体育频道在非
洲播出。

肯尼亚通讯管理局CAK局长弗朗西斯·万古斯
告诉本报记者，中国数字电视运营商的进入让非洲
观众看到了更多节目，有了更多选择。此前，由于用
户使用数字电视的费用太高，非洲绝大多数有电视
的家庭观看的还是模拟信号，一般只有几个频道，而
且节目数量也特别少，只能有什么看什么。

从交流到合作

南非“中国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辽宁芭蕾舞团与约翰内斯堡芭蕾舞团联合排演

的《天鹅湖》在约翰内斯堡和布隆方丹两个城市巡演
了 21场，平均上座率高达 81.2%，以 300多万兰特的
票房总收入创造了约翰内斯堡芭蕾舞团在南非的票
房纪录。从单纯的交流到合作生产文化产品，正在成
为中非合作的一种趋势。

尼日利亚 iROKO TV 副总裁塞德里克·皮埃
尔-路易斯此次来华是为了寻找在内容方面的合作
伙伴。作为世界最大的非洲电影数字分销商，他们希
望在引进中国电影的同时能够与中国的公司共同拍
摄和制作。在尼日利亚，有着非洲好莱坞之称的“尼

莱坞”每年生产电影超过 2000 部。塞德里克·皮埃
尔-路易斯告诉本报记者，随着非洲经济的发展，对
文化产品的需求会急剧增长，大概有 500 亿美元的
市场潜在规模。坦桑尼亚信息文化与青少年体育部
部长菲奈拉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愿。他说，坦桑尼亚即
将完成电视数字化的整体转换，但节目制作水平有
限，迫切希望中国能帮助他们。

去年 7 月，四达时代非洲总部及影视译制基地
已经在肯尼亚启动，明年投入使用后，将具备每年1
万小时的译制配音能力，逐步形成选片、译制、播出、
版权交易的完整产业链。

移动互联网机遇

站在移动互联网的风口上，中非合作也迎来难
得的机遇。

目前，非洲有 2.8 亿的网民和 7 亿手机用户。
在非洲，电力仍是紧俏的资源，即便在非洲第一大
经济体的尼日利亚，其大城市的供电每天也只能有
十七八个小时。由于缺乏固定的信息传播技术基础
设施，加上昂贵的宽带使用费用，许多非洲用户借
助手机等移动终端访问互联网，跨越固网直接进入
移动互联时代。肯尼亚、加蓬、卢旺达已经推出了
4G网络。

赞比亚新闻部部长奇辛巴·坎布维利告诉本报
记者，中国在信息通讯、互联网等方面都位于世界前
列，非常希望与中国在各个方面分享才智经验，集
思广益，共同创造一个信息社会。

中非合作升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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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记者朱佳妮、杨依军） 在11日的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外逃中国贪腐官员杨秀珠本周在纽
约一家法院申请美方政治庇护。中
国政府将与美国政府如何进行沟
通，说服美方遣返杨秀珠？

发言人洪磊表示，外逃贪污腐败
犯罪嫌疑人杨秀珠已经在美国落网。
杨秀珠在中国涉嫌贪污腐败，美国方

面应尽早将其遣返，使其接受中国法
律的制裁。中美双方通过中美执法合
作联合联络小组在多个案件上进行
了良好合作，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司法
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

“腐败犯罪是人类社会的‘毒
瘤’，世界上没有腐败分子的‘避
罪天堂’。不管他们逃多久、逃多
远，中国政府都会将他们缉拿归
案，绳之以法。”洪磊说。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6月
8日至11日，又有一些国家领导人
以致函、致电等方式，向习近平主
席、李克强总理表达对“东方之
星”客船翻沉事件中遇难人员的哀
悼，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这些领导人是：朝鲜劳动党第
一书记、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
正恩，尼泊尔总统亚达夫和总理柯
伊拉腊，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
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
夫和总理萨里耶夫，巴勒斯坦国总
统阿巴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意大利

总统马塔雷拉，波兰总统科莫罗夫
斯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埃塞
俄比亚总统穆拉图和总理海尔马里
亚姆，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赞
比亚总统伦古，马达加斯加总统拉
乔纳里马曼皮亚尼纳，墨西哥总统
培尼亚，圭亚那总统格兰杰，阿富
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匈牙利总
理欧尔班，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
尼日尔代总理阿尔巴德等。

此外，斯里兰卡、阿曼、科威特、
加蓬、阿根廷、厄瓜多尔、哥斯达黎
加等国和核供应国集团等组织也通
过不同方式向中方表示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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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敦促美遣返“红色通缉令”头号嫌犯

就“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

国际社会继续向中方表示慰问

上海海关破疫区牛肉走私案

本报上海6月11日电（叶菁） 经过 4 个月缜密
侦查，上海海关、上海市公安局联合昆明海关缉私
局及上海市食药监部门，近日成功破获一起走私、
销售禁止进境的疫区牛肉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7
人，切断了将日本疫区牛肉走私入境、在境内运输
并销售的整个利益链条。

经查，该走私团伙将牛肉从日本出口至柬埔
寨，在柬埔寨将牛肉重新整理、贴换标签，运送至
泰国清莱冷库，在泰国当地采购菠萝蜜、山竹等水
果作为走私道具货物，将水果与牛肉混装，以“水
果”名义从云南磨憨口岸申报进口；随后以“火
腿”名义从昆明机场空运至上海、广州、杭州等地
销售牟利。截至案发，该团伙通过上述方式涉嫌走
私进口日本牛肉约97吨。

全球猴年生肖作品征集启动

本报北京6月11日电（王晓玥）“2016猴年全球
吉庆生肖设计大赛”11日在北京启动，面向全球征
集猴年生肖作品。

此次大赛以“欢乐春节·金猴闹春”为主题，作
品征集的截止日期为 9 月 12 日。赛制依然延续去年
旧制，共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大赛获奖作品将于9月30日公布。

主办方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陈冬表示，面向海内
外举办这样的生肖设计大赛，有利于外国人了解中
国文化，有利于海外华侨华人传承中华文化，加深
与祖 （籍） 国的联系。

旅游失信行为记录将公示

本报北京 6月 11日电 （记者尹婕） 国家旅游
局、公安部、工商总局11日在京联合召开治理规范旅
游市场秩序电视电话会议。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
会上介绍，下半年，国家旅游局将制定出台《旅游经营
服务不良信息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旅游信用信息公
示制度，发布旅游失信行为记录。三部门表示，将
综合运用 《旅游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反垄断法》 等多部法律法规，加强联
合执法，依法查处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行为。

暑期中国游客行为报告发布

本报北京6月 11日电 （记者赵珊） 6 月 11 日，
中青旅遨游网根据真实用户数据，发布了 《2015 年
度暑期中国游客行为报告》（数据采样为游客出发日
期在7月15日至9月15日）。

报告显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国内目的地分别
为：北京、上海、镇江。最受欢迎境外目的地分别为：日
本、马尔代夫、韩国。游学、购物和美食，成为暑期三大
主题旅游。从出游方式看，参团游和自由行的比例是
69∶31。从人均花费来看，暑期游客境外人均花费5792
元，境内人均花费1802元。

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古夫镇至昭君大桥“水上公路”即将通

车。该条水上公路是兴山县连接沪蓉高速宜 （昌） 巴 （东） 段的重

要通道，总投资 4.4亿元，通车后，兴山县城至宜巴高速平邑口互

通将从以前的近 1 小时缩短至 20 分钟，成为兴山县域经济发展的

“开放路”和群众的“致富路”。
本报记者 李维娜摄

三峡库区水上公路即将通车

中国南非芭蕾舞团合作表演《天鹅湖》。
新华社记者 翟健岚摄

配音演员用斯瓦希里语为中国影视剧配音。任丽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