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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100 万—300 万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刘山山

于林海

4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 《2019 年新
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简称 《任务》）。《任
务》 指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城区常
住人口 100 万—300 万的 II 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
户限制。《任务》 还要求，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
城市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指出，近年来城市不断放开放宽落户条件，
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推动 1 亿非户
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全国户
籍人口城镇化率要提高到 45%。2018 年，国家发展
改革委还对 《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
案》 落实情况进行了督察。
今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数据显示，31
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出台户籍
制度改革方案或意见，大多数城市已经放开放宽落
户限制，许多中小城市基本实现落户零门槛。

落户限制逐步放开

满足高质量发展

《任务》 提出，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下的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
人口 100 万—300 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
限制；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500 万的Ⅰ型大城市
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
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
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
《任务》 明确要求，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
市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事实上，早在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着重
解决好现有“三个 1 亿人”问题。其中一个“1 亿
人”就是促进约 1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2019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受访
专家认为，《任务》 有着重要的意义。
竹立家认为，在今年这一重要节点上，进一
步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体现了全新发展阶段的必
然要求。加快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统筹推
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市民化，可以促进人口有
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
可云向本报表示：“放开放宽落户限制，推动 1 亿
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将会为中国经济发展提
供一个重要支撑。”
放开放宽落户限制是为了满足中国经济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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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舰档案扫描件入藏军博

推动 1 亿人落户取得决定性进展
潘旭涛

韩维正

量发展的要求。张可云说：“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此时不断放开放宽
落户限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形态，能够让城市充
分发挥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

配套政策更加完善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需要一系列的配
套政策。
《任务》 指出，要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
全覆盖。重点关注了“随迁子女”的教育、医
疗、就业等需求，在随迁子女较多城市加大教育
资源供给，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
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
“妨碍落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子女上学问题。
《任务》 中的这些政策对于推动非户籍人口落户后
安心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竹立家说。
“人地钱挂钩”等配套政策也将进一步深化。
《任务》指出，深化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
财政政策，在安排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时更多
考虑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2019 年继续安排中央
财政奖励资金支持落户较多地区；全面落实城镇建
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
钩政策。

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 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日前正式入藏
一批在英国发现的致远舰原厂设计
图纸高清扫描件，作为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研究甲午海战史的重要展
品和资料。
这次入藏的一套七张致远舰设
计图是由新华社记者在调研时从英
国纽卡斯尔泰恩—威尔档案馆中发
现的。这是致远舰设计图百年后首
次重见天日。
这套设计图纸名为“中国巡洋
舰舵机设计图”，呈现了致远舰的准
确舰型、舱室布局、防护甲板布置
方式等情况。

军博藏品征集保管室工作人员
介绍，图纸的发现引起广泛关注后，
军博经与泰恩—威尔档案馆反复沟
通，最终入藏了图纸的高清扫描件。
英格兰东北部的纽卡斯尔曾是
世界造船业重镇，著名的阿姆斯特
朗造船厂就曾坐落在这里。致远、
靖远、超勇、扬威四艘巡洋舰均为
19 世纪末阿姆斯特朗造船厂为北洋
海军所造。
致远舰是北洋海军先进的军舰
之一，于 1887 年完工。在 1894 年甲
午战争中，邓世昌任管带的致远舰
在冲向日舰时被击沉，舰上官兵大
部分壮烈殉国。

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

江西遂川：茶山风光好
4 月 8 日，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郑州开幕。图为参
会客商在展览展示区体验旋翼机。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摄

北京植物园温室将重新开放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 （记
为了留住历史，北京植物园还
者董瑞丰） 来自非洲的猴面包树、 保留了一间老温室“遗迹”——食
原产南美洲的王莲、源于印度的菩
虫植物展室，展出那些十分有趣的
提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 “吃虫子”的植物。
京植物园展览温室将于 10 日重新开
北京植物园是 1956 年经国务院
放 ， 收 集 展 示 了 2000 余 种 （含 品
正式批准建立、由中科院与北京市
种） 热带亚热带植物。
合作选址建设的植物园，以香山路
该温室是新中国第一座热带亚
为界，分隔为南 （中科院植物研究
热带植物展览温室，修建于上世纪
所北京植物园）、北 （北京市植物
50 年代，留存了不少与新中国外交
园） 两部分。两园同根同源，但分
相关的国礼植物，也保存着科研人
属不同的管理体系，目标导向和建
员从海外引种收集来的珍稀植物。 设成果也不尽相同。
此次经过全面修缮改造，大大提升
中科院植物所北京植物园现有
了植物多样性保育和展示的能力。
面 积 74 公 顷 ， 以 支 撑 科 学 研 究 为
据介绍，修缮后的温室，向公
主，其中展览区面积 20.7 公顷，包
众展示猴面包树等珍稀植物，可以
括树木园、牡丹园、宿根花卉园、
实现公众在北方冬季观赏叶片巨大
本草园、壳斗区、水生植物区等 15
的睡莲花开的愿望。此外，展品还
个专类园区和 1 个热带亚热带植物
有高可达 5 米的纸莎草、叶片直径
展览温室，共收集保存全世界各类
可达 2 米的大叶蚁塔等。
植物 7000 余种 （含品种）。

特色糕点带动就业

近年来，江西省遂川县推出“赏茶山风光、看茶道表演、泡清香绿茶”的茶山文化休闲游，吸引众多游客前往茶山旅游观光。
图为 4 月 7 日，游客在遂川县汤湖镇同洲茶山体验采摘茶叶。
肖远泮摄 （人民视觉）

一百八十六项国家标准发布

本报北京 4 月 8 日电 （记者李心萍） 记者 8 日
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日前批准发
布 《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规范》 等 186 项国家
标准。
在环境保护领域，发布 《废铅酸蓄电池回收
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规定了废铅酸蓄电池的收
集、贮存、运输、转移过程的处理方法及管理措
施，有利于规范生产企业对废铅酸蓄电池的回收
利用，防止二次污染，同时对规范废蓄电池回收
行业的整体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在车辆安全领域，发布 《汽车侧面柱碰撞的
乘员保护》 国家标准，聚焦交通事故中对乘员伤
害程度较高的车辆侧面柱碰撞，规定了汽车侧面
柱碰撞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在提高车辆安全
性、降低道路交通事故中的人员伤亡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在公共设施领域，发布 《城市公共设施电动
汽车充换电设施运营管理服务规范》 等 2 项国家标
准，解决了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中存在的油车占
位、二维码不清晰、安全提示不足等实际问题，
明确了不同类型充换电设施在建设、运营过程中
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置及防护要求，为大众提
供更加优质的充换电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在不动产登记领域，发布 《不动产单元设定
与代码编制规则》 国家标准，建立了以不动产单
元为载体的不动产单元编码体系，实现了土地、
房屋、森林与林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
地、草地、海域、无居民海岛等不动产的统一登
记，有利于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强化登
记的公示和公信功能、建设统一的信息平台。

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更规范

为自动驾驶做好技术储备

中国高精地图技术取得突破

本报北京 4 月 8 日电 （记者蒋建科） 中国大规
模全自动高精地图技术取得突破，在日前举办的
发布会上，宽凳科技展示了其在大规模组网、自
动化处理、地图采集等方面的领先技术，为自动
驾驶做好技术储备。
地图是人类文明的坐标。随着科技进步，地图
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在自动驾驶出现之前，传统
电子导航地图的使用对象是车主，而在自动驾驶环
境下，高精地图的使用对象是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辆
本身。这就需要将路况的误差范围控制在厘米级，
确保自动驾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高精地图就像
是自动驾驶汽车的大脑，指引着正确的方向。
宽凳科技在 2019 年 1 月获得了“导航电子地
图甲级资质”。在技术研发方面，采用人工智能进
行地图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目前已经能够高度
自动化地生成精度高、要素丰富的高精地图，同
时实现大规模组网。
面对复杂的立交桥、没有 GPS 信号的超长隧
道等，宽凳科技的自动化技术依然可以自动生成
路灯、指示牌等基础设施，甚至是道路上的虚
线。有了这样丰富的道路信息，自动驾驶车辆在
有着“天下第一隧”的秦岭终南山隧道中也能安
全行驶。
此间专家认为，5G 的到来也为实现自动驾驶
提供了机遇，5G 可以解决自动驾驶对通信网络
“高带宽、低时延、高可靠”的关键要求。有 5G+
高精地图技术的合力推动，自动驾驶的产业化进
程也将加快。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助
理、副研究员刘宗巍博士认为，自动驾驶技术在
汽车行业的飞速发展下逐渐成为业界焦点，宽凳
发布的大规模全自动高精地图技术意义重大。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加尕斯台镇加尕斯台村的塔兰奇食品有
限公司，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利用新疆少数民族纯手工特色糕点制作
工艺，带动少数民族妇女实现就近就业，促进脱贫增收。图为 4 月 7
日，女工在糕点生产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摄

（上接第一版）
李克强表示，很高兴来到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举行第二十一次中国—欧
盟领导人会晤。中国和欧洲是世界舞台上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互为重要
合作伙伴。我期待同欧方本着相互尊重、协商协作、互利共赢的精神，就中欧
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围绕双边务实合作达成广泛共识，
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等取得实质性进展，进一步充实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内涵，不断推动中欧关系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迈进。
李克强指出，中方始终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坚定支持欧盟的团结
和壮大，坚定支持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当前形势下，我们愿
同欧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提升
中欧关系的全球性和战略性，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贡献。
在布鲁塞尔期间，李克强将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
席容克举行会晤，出席签字仪式、共同会见记者，会见比利时首相米歇
尔，同容克主席共同会见参加第四次中欧创新合作对话的双方代表。李克
强还将出席欧盟中国商会成立揭牌仪式。
本报北京 4 月 8 日电 （记者白阳） 经中欧双方商定，并应克罗地亚总理
普连科维奇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 月 8 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布鲁
塞尔举行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赴克罗地亚举行第八次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对克罗地亚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离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