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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再加码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李思辉

不久前，北京常住人口减少约 18 万人这一信息受到广泛关注。各界在
肯定北京近年来疏解非首都功能、引导人口转移等方面成绩的同时，也对未
来北京将如何进一步实现自身城市定位更加关注。日前，北京市发改委召开
“以功能疏解促创新发展”发布会，对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调控和产业升级
情况进行介绍，并透露了下一步任务计划。据了解，今年北京还将抓紧研究
制订行政事业单位疏解方案和年度疏解工作计划，加力疏解非首都功能，进
一步缓解“大城市病”。
迁。同时将推进商户、交通和垃圾的同步减量。

产业升级同步外迁
对北京而言，要想实现首都功能定位、助力京津
冀协同发展，首先就是要敢于“做减法”，疏解相关
产业。目前来看，北京的成绩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数据显示，今年 1—7 月，北京市新设市场主体
13.95 万户，同比减少 7.5%，不予办理的新设立或变
更登记业务 2350 件，平均每月不予登记业务数量比
去年减少一大半。与此同时，一般性产业疏解力度持
续加大。今年以来，北京已累计停产不符合首都城市
战略定位的制造业企业 174 家；调整疏解商品交易市
场 25 家，疏解商户 1.2 万余户。
按照年度计划确定规定的任务目标，北京年内还
将关停退出工业企业 300 家，提前一年超额完成关停
退出工业企业 1200 家的任务。完成关停清退、改造升
级和疏解转移传统商品交易市场 90 个。其中，将基
本完成动物园地区批发市场、天意小商品市场（阜外
店）疏解转移；疏解升级大红门地区 16 家批发市场；
加快推进官园、万通、百荣世贸、永外城、红桥天雅、雅
宝路地区等批发市场调整疏解和业态升级。
针对新发地市场是否属于疏解范围等热点问题，
北京市京津冀协同办常务副主任王海臣表示，新发地
市场 70%到 80%的功能是保证
首都农产品市场供应，还有约
事件
20%是市民需求之外的农产品
新闻
仓储物流功能。未来，前一项
功能将保留，后一项功能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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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疏解优质资源

盘活资源服务民生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的核心。当前，北京人口过度膨胀，雾霾天气频现，
交通日益拥堵，房价持续高涨，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
不足，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北京集聚了过多的
非首都功能。而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除了疏解
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
分第三产业之外，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
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
部等四类非首都功能亦需要优化布局。
对此，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北京目
前已压缩市属高校招生计划 10%，并加快建设北京
化工大学昌平南口校区、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建筑
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新校区，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和
低端专业撤并加快实施。同时压缩北京联合大学招
生规模，研究新校址选址。同时，北京还将加快天
坛医院整体迁建、同仁医院亦庄院区二期建设进
度，推动北大第一医院大兴院区、友谊医院顺义院
区开工建设。
专家指出，北京主动疏解区内教育、医疗等“核
心资源”，有助于进一步引导域内人口合理分布，不
仅是实现自身城市功能定位的必要之举，更有利于提
升民众的工作及生活质量。此外，王海臣还透露，北
京将抓紧研究制定行政事业单位疏解方案和年度疏解
工作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
十分注重以存量资源服务和保障民生。
例如，
目前北京市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企业存量用
地上，聚集了大量低端产业。昌平区回龙观建设了“双
创”
社区模式，
利用农民安置房整理出 16 万平方米空间，
引入可容纳约 500 个创业团队的腾讯众创空间，既有助
于产业转型，
又兼顾农民的收益和就业，
一举多得。
资料显示，在北京市现有的 1801 万平方米直管
公房中，有 84%在城六区，且私搭乱建、转租转借现
象严重。为此，北京市住建委正在牵头制定改革意
见，对直管公房较集中的城六区制订工作方案，把存
量资源盘活。
据介绍，对于腾退出的土地资源，未来将主要用
于服务保障首都核心功能、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加强
生态环境建设、补充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以及适量置换
成高精尖业态这五方面。加强投融资支持和财税支撑
政策配套，解决不便于开发的“边角地”、“插花地”
的统筹利用问题。
“比如，有人认为便民菜场关闭是非首都功能疏
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及时说明菜市场改造升级属
于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与非首都功能疏解无关，
并进一步要求各区、各单位加强宣传引导，正确解读
政策。”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宁夏：航模托起孩子“飞翔”梦

辽宁：非洲人在华学舞狮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是宁夏最大的
生态移民集中区。为了提升移民孩子对科技体育运
动的兴趣，红寺堡区近年来凭借辖区内罗山航模基
地的便利条件，在各中小学校组织生态移民孩子们
参加航模运动小组，由基地内专业教练组织他们在
业余时间集训。经过不断努力，参加 2015 年全国青
少年航空模型锦标赛的宁夏红寺堡一队获得了团体
第一名的好成绩。
图为来自红寺堡区第一
小学航模小组的孩子们在教
练的指导下调试航空模型。
焦点
彭昭之摄
（新华社发）
瞬间

日前，“2016 中非文化聚焦·舞狮培训班”
的 10 名非洲学员不远万里来到辽宁省大连市
金普新区文化馆，参加专业舞狮培训。这 10 名
学员均是第一次到访中国，除了学习舞狮基本
功、套路和乐器训练外，还将学习基础汉语、中
华礼仪、书法等文化课。图为非洲学员学习
舞狮动作。
陈建力摄 （新华社发）

中国平衡车企业“抱团取暖”
本报北京电 （记者邱海峰） 中国机电产
品进出口商会电动平衡车分会日前在京成
立。同日，中国第一个平衡车团体标准也宣
布正式启动制定。
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副局长刘丹
阳表示，平衡车分会成立之后能够代表国内
的平衡车产业更好地应对包括美国“337 调
查”在内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能够更快推
动出台有关产业的行业标准，特别是电池电
路等涉及到消费者安全等方面的标准，还可
以加强行业自律，保证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甘肃：丝路小城金菊绽放

﹃工匠精神﹄呼唤优良环境

持续主动做减法 以人为本惠民生

一提“工匠精神”，人们
就想到德国、日本。实际
上，中国也曾盛产“工匠精
神”。历史上，中国的丝绸、
瓷器、茶叶、漆器、金银
器、壁纸等产品，曾令世界
无比羡慕和叹服。可以说，
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匠品
出口国、匠人层出国。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产
品市场还处于“短缺时代”，
人们对产品数量和规模的关
注，远远高于对产品结构和
质量的关注。今天，我们的
产品供应已出现过剩，世界
经济竞争也早已变成品质和
品牌的竞争。这样的形势
下，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
改善产品供给结构，提高质
量与效率。这个“由粗到
精”、转型升级的过程，也是
一个呼唤“工匠精神”回归
的过程。
“工匠精神”的回归，不
是喊两嗓子就能实现的，而
是需要不断进行培育和涵
养。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培
育工匠精神重在转变观念。
“ 学 而 优 则 仕 ”、“ 劳 心 者 治
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
思想观念，理当顺应时代而
变。
现实生活中，重管理轻
技术、重学历轻技能的错误
认识，要彻底加以扭转。在
德国、澳大利亚等国，技师
的工资普遍比本科毕业生、
甚至比大学教师的工资还要高，接受职业教育的
孩子同样是“家族的骄傲”，这值得我们反思。提
高技能型人才待遇，提升其社会认可度，不断完
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等，都是培育大国工匠的
应然之举。
培育工匠精神，还需营造“匠心文化”。工匠
精神既指向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也关乎一个国
家的工业文明。今天，我们要“推动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
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关键是提升人的创造力和
专注性。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在全社会营造
和确立一种推崇工匠精神、践行工匠精神的“匠
心文化”。不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应干一行、爱一
行、专一行、精一行，不仅从工作责任上形成职
业自豪，还要在价值取向上追求“匠心价值”。就
像那些民间的“九佬十八匠”，毕生秉持一种从容
淡泊、精益求精、永不放弃的“匠心”。
应该看到，德国、日本也曾经历过粗放制造
的阶段，但德国通过“法律、标准、质量认证”
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完成了蜕变；日本在
上世纪 60 年代实施“质量救国”战略，推动日本
制造打开了欧美和全球市场。
可见，培育“工匠精神”的过程，也是一个
强国富民的过程。这启示我们，建构崇尚品质、
崇尚工匠精神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文化氛
围，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我们
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必会再现匠人、品
牌、百年老店层出的盛
况，这种回归的过程，
与复兴之路同频。
时事点评
（据 《湖北日报》）

浙江仙居：岩画之谜待揭晓
严红枫

陆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历史悠久，早在 9000 多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生活在此。据文献记载，东晋
时期就已发现岩画，明代又发现一处“仙人刻石”。
从县城出发，经过四五十分钟的车程，再沿山路步行
15 分钟，便来到了上张乡西塘村。在这个村的山坡石壁
上，有约 1000 平方米的岩画，是东南沿海地区面积最大
的岩画群落。陡峭的山岩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图纹，线条
流畅、笔画粗犷、风格古朴。据介绍，这里有形似花朵、
蛇、棋盘、太阳、柴刀、人像等图像 100 多个，其中 9 条
形态各异的蛇形图纹甚是少见。

初秋时节，甘肃丝路小城张掖市山丹县
田野乡万寿菊簇拥绽放，吸引游客前来观
赏。今年，该县在重点景区沿路沿线种植万
寿菊，不仅为乡村旅游景区增添了一份美
景，而且使种植户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图为
山丹县田野乡万寿菊竞相绽放，游客沉浸在
一片花海。
翟继宗摄

专家对仙居岩画进行考察研究。

王小川摄

健

俞吉吉

福应街道送龙山山脚杂草丛生，而岩画就在高过头顶
的一块梯形岩壁上。整块岩壁石质较坚硬，共 12 层，各层
岩面和周围的崖壁上，刻凿着人物形、蛇头形、房屋形、太阳
形、米字格形符号约 50 个，按照一定顺序排列，还有一个像
太阳的圆形，圆形线条从中心点向外辐射。
2002 年，
时逢浙江省第二次全省历史文化遗产普查。仙
居朱溪中学美术教师丁雨亮找到县文物部门工作人员，
称几
年前辅导学生写生时，发现朱溪小方岩一块岩石上，刻有各
种图纹，但不识其义。文物部门将所拍照片寄给了省文物
局。经王伯敏等专家实地考察、鉴定后，证实其为岩画。仙
居岩画自此首次撩开了面纱。之后，
仙居各地的岩画相继被
发现。截至目前，已发现 9 处岩画总面积约 3000 平方米，总
体保存完好。典型图纹有蛇形、鸟形、鸟头鱼身形、马形、太
阳形、
人像形、
柴刀形、
锄耙形、
棋盘形等 220 多个。
这些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岩画价值何在？在中国岩画学
会会长王建平看来，仙居岩画是独特的存在，
“ 填补了农耕
文明类型的空白”。他表示，中国目前已发现的岩画共有 4
大文化区域，分别是内蒙古、新疆等地的中国北方岩画区
域，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所在的西南岩画文化区域，中原岩画
文化区域和包括浙江、福建在内的东南沿海岩画文化区域。
其中，北方岩画多表现狩猎、游牧；西南岩画以红色
涂画为主；沿海岩画一般是渔猎岩画的样式，但仙居岩画
地处沿海却完全没有渔猎痕迹，而是集中展现了农耕图
纹，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这些鲜明特征对研究江浙一带族

考古专家介绍仙居古越族岩画群。

魏志阳摄

群文化和当地文化的融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至于岩画的年代判定，王建平表示，在 900 处世界文
化遗产中有 36 处岩画遗产，而只有 5 处搞清楚了年代，岩
刻类岩画至今未有准确断代的。仙居岩画的具体年代判
定，还需要在未来借助于科学实验和考古学、文化人类学
的结合。王建平希望，未来像仙居岩画这样独具特色的中
国岩画也能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庭。
与此同时，岩画的本体保护也是一个棘手问题。长期
的风吹日晒、雨水冲刷，特别是江南多酸雨等自然现象均
会对岩画造成不同程度的磨损。
目前，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的仙居古越族岩
画群具体保护规划已在制订中。仙居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打
算建一所集保护和展示于一体的岩画博物馆，让更多的人
知道仙居岩画，了解先民的历史足迹、感受古老文化的魅
力。
（据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