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传志并没有对保姆提学历等专门的要求， 他选择

的是公司里属于中端的保姆， 工资大约是5000多元，并

不是高薪

今年北京、 上海等地的高端客户给出的价格起步价

在5000元左右，高的甚至有8000多的，这个价格较去年

上浮了10%

两天多区马不停蹄

投促工作一马当先

市投促委北京投促中心摸家底，连看10多个项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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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 阴天有小雨 温度3~7℃ 偏北风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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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京沪名流

热衷四川保姆

节后四川保姆订单量大增

某公司一年能向北京上海输出280位

2月7日

■

时间：

08

：

40～11

：

45

地点：新川科技园

重点关注高新区“7+2”产业体系的规

划以及新川科技园近期启动的项目和发展

规划， 了解已入驻园区的项目区位和周边

是否还有空地

■

时间：

14

：

00～19

：

00

地点：孵化园

参加完 “全市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后，与市投促委的相关负责人就2014

年驻外机构的工作重点和思路进行了讨论

2月8日

■

时间：

08

：

40～12

：

30

地点：天府新区

重点关注路网建设，顺着天府大道南延

线一路来到二绕附近，今后在招商引资时更

能向客户提供直观感受，方便帮助客户做出

判断

■

时间：

14

：

00～17

：

15

地点：武侯区

前往西部智谷、 红牌楼商圈实地察看，

现场察看武侯区旧城改造项目的地块，实地

了解周边的交通，了解武侯区在2014年的产

业规划和重点发展领域

2月10日

前往蒲江和新津，看看蒲江的中德产业

园和新津的新材料产业园

人物：市投促委北京投促中心主任谭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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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公司一年就能向北京的高端雇主（多为名人和

公司老总）输出240位保姆，在上海也有30～40位

另一家家政公司今年每天有4至6个订单都是省外

高端客户，最高年薪甚至开到了10万元

著名企业家柳传志、饰演“元芳”的演员张子健家里

的保姆都是川籍的，今年还有几位明星预订川籍保姆

大约4年前， 柳传志的亲戚曾找到称心如意的四川

保姆。大约去年9月，他要找保姆的时候，亲戚就推荐他

找四川保姆

“成都的保姆很好、很令人放心，把家人照顾得非常

好”， 柳传志来成都参加成都商报20周年公益演讲时还

专门向保姆公司表示了感谢

靠柳传志的口碑相传， 这家公司之后又向北京输送

了5位保姆

口碑相传

起薪5千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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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不难 离世界越来越近

这里有中西部最多的国际直飞航线，

是国内铁路直达欧洲最快班列的起点，西

部综合交通主枢纽雏形初现

成都

因水而生

因水而兴

成都商报今日推出 “成都地理

新发现”特别报道第一期，从“水”

“路”“势”发现不一样的成都

六湖绕城 重启“治水”时代

成都将系上一条“绿色的翡翠项链”，

未来5年， 成都湖泊河道水系面积比例将

由7％提升到21％

平原奇观 海拔落差最“猛”

近5000米落差，是全球海拔落差最大

的中心城市， 这落差足够装下一座常年积

雪的高山

国内

06

我国在南极建成的第4个科考站———泰山站昨建成开

站，通过发电设备获取能源，房间内可达到20多摄氏度

可洗澡可开伙

南极挂起“红灯笼”

进一步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严格控制新设非行政

许可审批，探索开展“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

讨论决定作为重大事项决策的必经程序

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 坚决制止和纠正超越

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决策行为

成都今年进一步

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

要闻

03

保姆紧俏

享年88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白研究领域的权

威，专注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

著名文学史家

王运熙昨去世

文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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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市 建设法治成都

据新华社电

记者8日从国务院医

改办获悉，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关于加快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

保险和救助制度建设的要求，2014年

将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工

作，减轻人民群众大病医疗费用负担，

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已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的

省份切实抓好有关各项工作， 及时研

究解决试点中存在的问题， 在总结经

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实施范围； 尚未

开展试点的省份，要在2014年6月底前

启动试点工作。大病保险筹资标准、待

遇水平、 年度收支情况等要向社会公

开，接受社会监督。

今年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

尚未开展试点的省份要在6月底前启动试点工作

昨日，谭忻（右一）在武侯区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在武侯大道双楠段考察 摄影记者 鲍泰良

水

路

势

川妹子家政一家公司的数据

名人对川籍保姆的需求数量

成都还要冷一周

明天或下雪

明天的降雨或夹带雪花 此后气

温可能会略微上升， 但最高温很难升

至9℃以上

生活

04

春节出门遭没遭电子眼

市交管局官网可查

一般在违法后的3天至两周即可查， 异地电子眼违法

记录可在本市处理

生活

04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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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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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时期

布里廖夫：

去年您就任国家主席后，出访

首选国家就是俄罗斯，今年新年伊始，您出访

仍首选俄罗斯，对此俄罗斯人民倍感振奋。请

问您作出这样的决定有何考虑？ 您如何评价

中俄关系现状及发展前景？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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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我同普京总统进行了

长时间的议题广泛、坦诚深入的交流，就加强

中俄全方位战略协作达成重要共识， 作出全

面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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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共同

推动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

相互坚定支持， 把两国关系的政治优势转化

为合作优势，双方经贸、能源、高技术、地方、

人文、国际事务等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促进了两国共同发展繁荣， 维护了国际公平

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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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改革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布里廖夫：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您

本人担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请问

您的执政理念是什么？ 中国下一步改革重点

领域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前景？

习近平 ：

现在，同过去相比，中国改革

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 要把改革推

向前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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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叫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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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爱好

时间都去哪儿了？都被工作占去了

布里廖夫 ：

您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快一

年了，领导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您的感受是

什么？您个人有哪些爱好？最喜欢哪些体育

运动？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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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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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接受俄电视台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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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