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02
2014 . 2 . 10 星期一
编辑/尹燕燕 组版/房超

扫描二维码

加生活日报好友

生活日报官方微信

生活日报官方APP

创刊于1997 . 1 . 1

主办

大众报业集团

24小时新闻热线

96709 85193405
传真 86996058

生活日报官方微博

生活日报每日精选

（搜狐客户端）

生活日报网

社区报群
《领秀生活》

《章丘·大学》

《堤口社区》

《北坦社区》

《温馨馆驿》

《永庆社区》

联系我们
编辑部 85193282

广告中心 85196191
发行中心 85196361

85196329

投诉电话
差错 96709

职业道德 85193282
发行投递 85196527
邮政投递 11185

互动我们
读者俱乐部（商企合作）

85193458
实习生联络

85193282
相亲大会 58780777
小记者团 85193395

社区报经理招募

（大学生实践岗）

85193195

即时互动平台
官方微博

weibo.com/shrb

生活日报网
www.sdlife.com.cn
shrb.dzwww.com

《艺览》沙龙 85193475

肉都吃了 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形象比喻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

据新华社2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
台专访，就索契冬奥会、中俄关系、中国

全面深化改革和发展前景等问题回答
了主持人布里廖夫提问。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2月9日讯 山东省委、省
政府日前印发《山东省实施<党政机关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办法》，结合
山东实际，对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
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
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
等进一步作出规范，对宣传教育、监督
检查、责任追究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办法》明确，严禁党政机关以任何
形式隐瞒、截留、挤占、挪用、坐支或者
私分非税收入；严禁将非税收入转移到

机关所属工会、培训中心、服务中心等
单位账户使用；严禁将应收缴的非税收
入直接抵顶支出。严格控制国内差旅
费、因公临时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会议费、培训
费等支出。建立预算执行全过程动态监
控机制，形成“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
责”机制。

全面实行公务卡制度，对不具备刷
卡条件的公务支出，应当建立事前核准
使用现金制度。严格差旅费预算管理，
从严控制国内差旅人数和天数。严格控
制出国培训规模，凡属国内培训能解决

问题的，不到境外培训。
建立国内公务接待清单制度。公务

活动结束后，接待单位应当填写接待清
单，如实反映接待对象的单位、姓名、职
务和公务活动项目、时间、场所、费用等
内容。严格按规定配备专车，不得擅自
扩大专车配备范围或者变相配备专车。
严格控制会议食宿和会场布置标准。会
议期间，不得组织旅游以及与会议无关
的参观活动，不得组织高消费娱乐、健
身活动，不得以任何名义发放纪念品，
不得额外配发洗漱用品。

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

务用车制度。
党政机关会议应当规范简朴、务实高

效。会议场所实行政府采购定点管理，严
格控制和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应当从严
控制。凡是超规模、超标准、超投资概算
建设的办公用房项目，应当根据具体情
况限期腾退超标准面积或者全部没收、
拍卖。

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规定造成浪
费或者不良影响的，应当依纪依法追究相
关人员的责任，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主要责
任人或者有关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公务接待 请了谁干了啥都要列清单
山东省实施《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办法

聊索契

名不虚传 举办冬奥会再适合不过了
我专程来，就是要表达中国政府和

人民以及我本人对俄罗斯举办索契冬
奥会的支持。首先，请转达我对俄罗斯
人民的诚挚问候。

这是我第一次来索契，但我对索契
早有所闻。我年轻时多次读过《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奥斯特洛夫斯
基就是在索契完成了这部著作。传说普
罗米修斯曾经被禁锢在索契的群山之
中，索契保留着不少罗马帝国、拜占庭
帝国的遗迹，这足以说明索契是一个历

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这次来索契，所见所闻，果然名不虚

传。索契人民热情好客。索契很有活力，
很有魅力，举办冬奥会再适合不过了。索
契冬奥会之后，这里的名声会更大，更多
的人包括中国游客会慕名而来。

索契冬奥会组织工作是一流的。普
京总统高度重视，亲自抓筹备工作，俄罗
斯人民全力支持。我相信，索契冬奥会一
定会成为一次难忘的国际体育盛会，为
国际奥林匹克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道期待

希望中国运动员战胜自我、超越自我
我有三个祝愿：一是祝愿今晚

的开幕式精彩纷呈，二是祝愿各国
运动员取得好成绩，三是祝愿索契
发展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丽，同中
国城市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更上一层
楼。

中国冬季运动项目特别是滑雪
项目竞技水平同冰雪运动强国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近些年，我们在滑冰
项目上进步较快，在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等项目上具备一定实力。今天上

午，我见了中国体育代表团部分运动
员、教练员。中国运动员为参加索契
冬奥会做了艰苦训练，他们会发扬奥
林匹克精神，努力战胜自我、超越自
我，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

同时，中国北京市联合张家口市
已 经 向 国 际 奥 委 会 正 式 提 出 申 办
2022年冬奥会，我们也是来向俄罗斯
人民学习的，向俄罗斯运动员学习，
向俄罗斯的体育强项学习，向俄罗斯
举办冬奥会的成功做法学习。

谈中俄

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
去年3月，我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

几天后，就应普京总统邀请来到贵国进
行国事访问，贵国是我当选中国国家主
席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此后我们又4
次会晤和见面。昨天，我同普京总统会
晤时共同作了回顾。

我对中俄关系发展取得的成果十
分满意。当前中俄关系发展是基础最
牢、互信最高、地区和国际影响最大的
一个时期。

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举
办冬奥会是俄罗斯的喜事，也是国际奥

林匹克运动的盛事。中俄是好邻居、好
朋友、好伙伴，我和普京总统是老朋友
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邻居和朋友家
里办喜事，当然要来贺喜，同俄罗斯人
民共襄盛举。

昨天，我同普京总统再次举行了亲
切友好的会谈。我们一致决定，要确保
中俄关系继续在高水平发展，加大相互
政治支持，深入推进务实合作，拓展在
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我这次索契之
行，标志着今年中俄关系发展已经开了
个好头。

论改革

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为了集中力量推进改革，我们成立

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我本
人担任组长，任务就是统一部署和协调
一些重大问题，再把工作任务分解下去
逐一落实。我把这叫做“一分部署，九分
落实”。

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
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

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
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
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
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
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
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
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
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述理念

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我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什

么有信心？最根本的原因是，经过长期
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
的正确发展道路，只要我们紧紧依靠13
亿多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

取得新的成绩，最终实现我们确立的目
标。

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
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讲执政

要十个指头弹钢琴，与人民同甘苦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56个

民族，13亿多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还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还不高，治理
这样一个国家很不容易，必须登高望
远，同时必须脚踏实地。

我曾在中国不同地方长期工作，深
知中国从东部到西部，从地方到中央，
各地各层级方方面面的差异太大了。因
此，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
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

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
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
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
弹钢琴。

作为国家领导人，人民把我放在这
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责任重于泰山，时
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兢兢
业业，夙夜在公，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
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说爱好

爱好广泛，四五岁就学会了游泳
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散

步。你知道，承担我这样的工作，基本上
没有自己的时间。今年春节期间，中国
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我
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
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现在，我经
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
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
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
之气。比如，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
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

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
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
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
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说到体育活动，我喜欢游泳、爬山
等运动，游泳我四五岁就学会了。我还
喜欢足球、排球、篮球、网球、武术等运
动。冰雪项目中，我爱看冰球、速滑、花
样滑冰、雪地技巧。特别是冰球，这项运
动不仅需要个人力量和技巧，也需要团
队配合和协作，是很好的运动。

2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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