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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重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动态】

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模式发生重大
转变。中国政府网 8 日全文刊载了我
国首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 《全
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下简称 《规
划》）。当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 《规划》 有关情况。
据悉，国务院已于 2010 年底将 《规
划》 印发全国各省份和国务院有关部
门，并要求尽快组织完成省级主体功
能区规划编制工作。

渝在校大学生
可创办微型企业

划分四类主体功能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
宪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全
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是一个战略性、
基础性、约束性的规划。目前国土空
间开发存在一些必须高度重视的问
题，如耕地减少过多过快、资源开发
强度过大、环境问题凸显、生态系统
功能退化等。因此，必须统筹谋划未
来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格局，形成科
学的国土空间开发导向。实施主体功
能区规划，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是
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思路和开发模式的
重大转变，是国家区域调控理念和调
控方式的重大创新，对推动科学发
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
意义。
《规划》 按开发方式，将国土空
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
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
发展改革委还按照开发内容，将国土
空间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业地区和生
态地区三类。优化开发区域是经济比
较发达、人口比较密集、开发强度较
高、资源环境问题更加突出，从而应
该优化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城市
化地区。重点开发区域是有一定基
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潜
力较大、集聚人口和经济的条件较
好，从而应该重点进行工业化城镇化
开发的城市化地区。限制开发区域分
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禁
止开发区域是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
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域，以及其他禁止
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需要特殊保
护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不同区域绩效考核各有侧重
徐宪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为实
现科学发展，我国在实施主体功能区
域战略过程中将对不同的主体功能区

□吴婷 制图
实行不同的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并强
化考核结果运用，有效引导各地区推
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并增强区域调控
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公平性。
据徐宪平介绍，对优化开发区域
的考核，要强化对经济结构、资源消
耗、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以及对外来
人口、公共服务等指标的评价，以优
化经济增长速度。对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较强的重点开发区域的考核，主要
实行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优先的
绩效考核评价，综合考核经济增长、
吸纳人口、产业结构、资源消耗、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指标。
此外，对于限制开发区域中的农
产品主产区，主要是要强化对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的考核，而不是对经济增
长收入的考核；而对限制开发的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考核则主要强化对于生
态功能的保护和对提供生态产品能力
的考核。对于禁止开发的区域，主要
强化对自然文化资源的原真性和完整
性保护的考核。

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规划》 明确，我国将构建“两
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

在优化提升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基础
上，在中西部一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较好的区域，培育形成一批新的城市
群，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
西、由南向北拓展，在发展中逐步缩
小区域差距。
针对一些欠发达地区关注的实
施主体功能区是否影响发展的问
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
杨伟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强
调，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可能会拉

大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GDP 之间
的差距，但国家要缩小的差距主要
是公共服务、居民收入以及基础设
施之间的差距。
为此，近年来，中央和省级财政
已经增加了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财
政转移支付，帮助这些地区健全公共
服务、建设基础设施。杨伟民说，财
政部拨付的有关转移支付数额从前年
的 120 亿元增加到去年的 250 亿元，
相当于每个县每年 6000 万元。

链接 >>
国家层面优化开发的主体功能
区，
包括环渤海、
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
区域。
重点开发区域包括冀中南地
区、
太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地区、
哈
长地区、
东陇海地区、
江淮地区、
海
峡西岸经济区、中原经济区、长江
中游地区、
北部湾地区、
成渝地区、
黔中地区、
滇中地区、
藏中南地区、
关中-天水地区、兰州-西宁地区、
宁夏沿黄经济区和天山北坡等 18
个区域。
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主
要包括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

江流域等 7 大优势农产品主产区
及其 23 个产业带；限制开发的重
点生态功能区，包括大小兴安岭、
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水土保持、
桂黔滇喀斯特石
漠化防治等 25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
禁止开发区域包括国务院和
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森林公园和国
家地质公园等。
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
《南
方日报》等报道

四大直辖市相继调整行政区划
上海两大中心城区黄浦和卢湾合
并成新黄浦区的方案，日前已获国务
院正式批复。而回溯到 2009 年、2010
年，天津成立滨海新区，
重庆两江新区
挂牌，北京四区合并。中国的这些直
辖 市 ，相 继 经 历 了 一 轮 行 政 区 划 调
整。在此示范效应下，一些区域中心
城市的区划调整方案也在酝酿中。
专家指出，在当前“城市病”频发
之际，
“ 并区”不是简单为了“做大做
强”，如何产生“1+1 大于 2”的效应才
是各地政府的重要命题。

区划与时俱进
上海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
认为，总体来看，上海的行政区划调整
是与城市的经济发展和面积扩张相适

应的。以此次合并的黄浦和卢湾为
例，
两者都属于上海的
“袖珍城区”：
前
者面积 12.49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
42.99 万人；后者面积 8.03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26.94 万。
“原来并不觉得小，
现在随着城市发展，越看越像‘大街
道’
。”沈晗耀说。
与上海类似的是，北京的行政区
划同样经历了多次调整。20 世纪 60
年代末，北京拥有 9 区 9 县，2010 年四
区合并成两区后，行政区划缩减为 14
区 2 县。
其他直辖市中，天津于 2009 年在
塘沽、汉沽、大港三区的基础上成立了
滨海新区，重庆则在 2010 年以北部新
区和两路寸滩保税港区为核心，设立
两江新区。

“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发展过
能实现优化配置，而“并区”后便于统
程中，城市体系、产业结构都发生了很
筹规划，
可以减少协调成本。
大变化，
与之相对应，
城市区划也需要
基础设施的
“互联互通”也是一大
随之调整。”区域经济专家、上海社科
考虑。在浦东、南汇合并前，两区交界
处曾有不少断头路。
“大浦东”成立后，
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
说。浦西“心脏”地带两区的合并，将 “断头路”现象得到明显改观，浦东的
发展空间也得到大幅度提升。
催生出一个世界级的中央商务区，与
肖金成说，除去经济和城市功能
浦江对岸的“大浦东”形成良性互动，
布局方面的因素，压缩行政成本亦是
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深远意
义。
城市区划调整的
“应有之义”
。
“
‘并区’
后的一个方向，
就是精简机构，提升行
绝非简单
“1+1”
政效率。”
发改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
“如果通过区划调整，
不仅平衡区
所副所长肖金成指出，
“ 并区”的很多
域发展，
还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从而
实现功能性的突破，带来的效益就决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由于当前
不是简单的‘1+1’
。”郁鸿胜说。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仍较
强，行政壁垒的存在导致很多资源不
(据新华社)

具备条件的重庆在校大学生，能
够申请创办微型企业了。重庆市工商
局等多个部门日前联合下发《在校大
学生创办微型企业相关办法》放宽了
微型企业申请范围，即将毕业的在校
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等，只要
有创业能力，均可向高校微型企业创
业指导站申请，以信息技术人员、文化
创意人员的身份，进入高校微型企业
创业孵化基地，创办微型企业。
据悉，重庆市扶持发展的微型企
业是指雇工 20 人以下、创业者投资金
额 10 万元以下的企业。目前，重庆各
高校均已设立微型企业创业指导站。
在校大学生可向所在高校微型企业创
业指导站提交申请书。所在地工商部
门和微企办等有关部门将开辟绿色通
道，方便在校生创业。在校大学生申
办微型企业没有行业的限制，但从事
文化创意、信息技术及高新技术这三
个产业的，将按财政补贴的上限进行
补贴。
（据《重庆商报》
）

四川将定期公布
社会平均成本
对四川消费者来说，今后购买商
品或享受服务，可很快判断出是否贵
了。四川省发改委近日公布了《重要
商品和服务成本调查暂行办法》，从 7
月 1 日起施行。届时，该省发改委将
适时公布重要商品和服务的社会平均
成本，从而使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更
透明。
根据《暂行办法》，实行政府定价、
政府指导价、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措施
和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确定进行调查的
商品和服务，列入了重要商品和服务
成本调查范围。其成本是指经营者在
持续正常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过程
中，实际发生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的总和。其性质为财务成本。
（据《成都晚报》
）

深圳或推行
女性弹性退休制
女性退休比男性早，这种情况有
望在深圳打破。深圳市妇联四届五次
执委会议日前审议并通过的《深圳经
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草案)》规
定，
“ 女性达到现行退休年龄，身体健
康，工作需要，且仍愿意继续工作的，
可要求延长退休年龄，直至与男性同
龄退休。”
深圳市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在
全国首部性别平等条例中推出女性弹
性退休制，是必要的。现行退休制度
的设计初衷是对妇女的特殊照顾和保
护，随着妇女家庭负担的减轻和受教
育水平的提升，女性职业化程度提高，
这项退休政策的客观效果与政策初衷
渐行渐远，客观上侵犯了包括高级专
家、干部和知识女性在内的妇女的合
法权益，不利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
贯彻落实。此外，女性早于男性退休，
意味着全社会参加养老保险的缴费人
数减少，
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加，加
上女性寿命长于男性，加剧了养老金
的供需矛盾，使养老金的支付压力越
来越沉重。
（据《深圳商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