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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30日，北京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东城区人
民政府、西城区人民政府联合发
布《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
年）》，首都规划体系的“四梁八
柱”已初步形成，首都规划建设从
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文本共
五章 76条，主要内容涵盖落实城
市战略定位，打造优良的中央政
务环境，建设弘扬中华文明的典
范地区，建设人居环境一流的首
善之区，保障规划有序有效实施
五个方面。

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提出建
设政务环境优良、文化魅力彰显
和人居环境一流的首善之区的发
展目标，对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提出的发展目标进行了细化，
提出将建设纲维有序、运行高效
的国家中枢，古今辉映、礼乐交融
的千年古都，舒朗庄重、蓝绿环抱
的文化名城，功能融合、内外联动
的宜居城区，和谐宁静、雅韵东方
的人居画卷。

首都功能核心区总面积约
92.5平方公里，包括东城区和西城
区两个行政区。在城市空间结构
上，规划以“两轴（长安街和中轴
线）、一城（北京老城）、一环（沿二
环路的文化景观环线）”作为首都
功能核心区骨架，提出加强空间
秩序管控与特色风貌塑造，延续

古都历史格局，推动老城内外和
谐发展，融汇历史人文景观和现
代城市风貌，塑造平缓开阔、壮美
有序、古今交融、庄重大气的城市
形象。

规划进一步明确了首都功能
核心区的规模与结构。到 2035
年，首都功能核心区常住人口规
模控制在 170万人左右，地上建
筑规模控制在 1.19亿平方米左
右。到 205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
制在 155万人左右，地上建筑规
模稳定在1.1亿平方米左右。

“编制核心区控规在首都规
划建设史上是第一次，是落实新
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内
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首都规
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北京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主任张维说，
核心区控规编制中，将突出政治
中心和突出人民群众这两条最重
要的要求有机统一，充分把握了
千年古都保护更新的特点，在规
划理念、组织方式、实施机制等方
面都进行了创新。

此外，相比公示草案，正式
公布的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
中，特别增加了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的相关内容，提高应对突
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
水平，把健康理念贯穿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北京正式公布首都功能核心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两轴一城一环
作为核心区骨架

新华社电“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提升发展质量”“确保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努力建
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
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
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指导
新时代西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为今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
认真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准
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团结奋进
共创美好明天。

走进西藏昌都市实验小学，
教学楼一侧的校史陈列馆前，三
五成群的孩子不时进出往来、参
观展览。约 300平方米的陈列馆
里，一面锦旗被摆在了格外醒目
的位置，孩子们驻足观看，情不自
禁地读出锦旗上的话语——“中
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

昌都市实验小学始建于
1951年，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创
办的第一所现代学校。校长李东

锐说，今年是昌都解放 70周年，
明年又将迎来建校 70周年，学校
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通过红色展览、班队会、故
事会等一系列活动，把爱国主义
精神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把爱
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
心灵深处。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西

藏稳定和民族团结，对我们的工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具体的任
务。”西藏阿里地委统战部常务副
部长加央次仁表示，阿里地处祖
国西南边陲，面临复杂的反分裂
斗争形势，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以维护祖国统一、加
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
推动阿里地区长治久安。

做好西藏各项工作，关键在
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员干部。

初秋的北方，暑气未消，但在
平均海拔 5000多米的西藏那曲
市双湖县，却已是寒风凛冽。在
这个空气含氧量仅有内地的

40％、被称为“人类生理极限试验
场”的地方，干部职工坚守于此，
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双湖县委书记杨文升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十分关
心西藏干部职工，我们要不负嘱
托，在工作中缺氧不缺精神、艰
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
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
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彰显出新
的时代内涵。

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离不
开涉藏工作重点省的携手并进、
协调配合。

云南是涉藏工作重点省之
一，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
县，是云南通往西藏的北大门。
德钦县县长格桑朗杰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的工
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进一步加
强与西藏接壤州县的共建联建，
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营造
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
族都不能少。巩固脱贫成果，让
群众过上美好生活，关乎涉藏工
作的质量和成效。

为牲畜暖棚选点、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计
划……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色达县上若撒村，“90后”驻村第
一书记扎西郎珠每天骑着摩托车
穿行在村里，忙得不亦乐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巩
固脱贫成果方面下更大功夫、想
更多办法、给予更多后续帮扶支
持，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正
是村子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扎西
郎珠说，上若撒村有热情的锅庄
舞，有牦牛肉、奶渣等美食，附近
还有美丽的泥拉坝湿地，我们要
发挥好特色优势，打造旅游新村，
让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守护好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建设更加美丽的青藏高原。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
蒙古族自治县地处三江源保护区
腹地，行走在当地，雪山在远处伫

立绵延，河水在脚下潺潺流淌，广
袤的河曲草原犹如一张绿绒毯，
铺展在黄河两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
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
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这个县草
原综合专业队副队长卡着才让对
此感触颇深：“地处高原腹地的三
江源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作为守护江源的一线工作人
员，保护好脚下的一草一木，意义
不仅在于加快生态恢复的步伐，
更能够唤起牧民的家园意识，更
好凝聚起百姓团结奋进的力量。”

扫码看
座谈会视频新闻

团结奋进共创美好明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八类药品不再纳入
基本医保目录

根据 9月 1日起施行的
《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
办法》，八类药品不再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八类
药品为：主要起滋补作用的药
品；含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
植物药材的药品；保健药品；
预防性疫苗和避孕药品；主要
起增强性功能、治疗脱发、减
肥、美容、戒烟、戒酒等作用的
药品；因被纳入诊疗项目等原
因，无法单独收费的药品；酒
制剂、茶制剂，各类果味制剂
（特别情况下的儿童用药除
外），口腔含服剂和口服泡腾
剂（特别规定情形的除外）等；
其他不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
药规定的药品。

民诉中测谎结果
不属于合法证据

根据最高法9月1日起施
行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
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
题的规定，测谎结果不属于
民诉法规定的合法证据形
式。新规明确，人民法院将
严格审查拟鉴定事项是否属
于查明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
题，对于通过生活常识、经验
法则可以推定的事实，应当
由当事人举证的非专门性问
题，测谎等情形，人民法院不
予委托鉴定。
据新华社

又一批涉民生新规9月起施行
不再“论斤卖”报废车将更值钱

不得变相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报废机动车回收更加便利……9月1日，又一批
涉及民生的新规开始施行，保障你我生活更加美好。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
例》自9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
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
得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付
款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
交易条件，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
业的货物、工程、服务款项。

针对变相拖欠问题，条例

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
业使用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
方式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应
当在合同中作出明确、合理约
定，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
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不
得利用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
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

不得变相拖欠中小企业款项

修订后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自9月1日起施行。明确
国家逐步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

明确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确立生活垃圾分类的
原则。统筹城乡，加强农村生
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定地
方可以结合实际制定生活垃圾
具体管理办法。

法律还建立建筑垃圾分类
处理、全过程管理制度，健全秸
秆、废弃农用薄膜、畜禽粪污等
农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
度，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制度进行了完善。此外，法律
对违法行为实行严惩重罚，提
高罚款额度，增加处罚种类，强
化处罚到人。

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于 9月 1日起施
行。长期以来，“报废车卖不
上价”是车主报废机动车积极
性不高的重要原因，报废车回
收拆解企业“吃不饱”“收车
难”现象较为普遍。

与以往的回收“论斤卖”相
比，细则确认允许将具有循环利
用价值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

成”出售给具有再制造能力的企
业，经再制造后予以再利用。

为避免报废车的“五大总
成”在非法拆解环节重新流回
市场，细则明确，回收拆解企
业应建立报废机动车零部件
销售台账，如实记录“五大总
成”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
并录入“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
理应用服务”系统。

车主处理报废车有望更加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