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图为1月7日，江苏赣榆农村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在清点人民币。 新华社发

� � � � “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
阶段性成果，凝聚了党
心民心，增强了人民群
众 对 党 的 信 心 和 信
任。”

近日召开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 ，对
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作出高度评
价。把握党心民心所向，
担负兴党兴国重任。党
的十八大以来， 特别是
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召开
后，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 以强烈
的历史责任感、 深沉的
使命忧患感， 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2016年1月12日 星期二10 时 事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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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为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债
务管理，更好发挥政府债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财政部11日发布通知称，经国务
院同意，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建立健全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并妥善处理存量债务。

根据当日印发的《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实施意见》，将合理确定地方政府债务总限额，对地方政
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 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加上当年新增债务限额（或减去当年
调减债务限额），具体分为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

通知进一步明确， 地方政府债务总限额由国务院根据
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确定， 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
准。年度预算执行中，如出现下列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地方政
府债务新增限额，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当经
济下行压力大、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适当扩大当年新
增债务限额；当经济形势好转、需要实施稳健财政政策或适
度从紧财政政策时， 适当削减当年新增债务限额或在上年
债务限额基础上合理调减限额。

地方政府债务
将实行限额管理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为进一步规范司法解释工作，
最高检日前发布了新修订的《司法解释工作规定》，强调涉及
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司法解释，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在互
联网、报纸等媒体上公开征求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意见。

规定指出，检察院在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只
能由最高检作出司法解释， 并明确了司法解释制定的形式及
相关适用情形。按照规定，司法解释采用“解释”“规则”“规定”
“批复”“决定”等形式，统一编排最高检司法解释文号。

最高检：

涉群众切身利益司法解释
可公开征求意见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就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情况举办
新闻发布会。 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
文庄在发布会上介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我国高龄孕产
妇家庭将明显增多， 妇幼健康和优生优育服务任务更加艰
巨，卫生计生部门要采取系列措施确保母婴健康安全。

杨文庄说，我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夫妇有9000万对
左右，60%是在35岁以上，50%是在40岁以上。 政策实施以
后，高龄孕产妇家庭明显增多，发生孕产期合并症、并发症
以及出生缺陷的风险增大。

针对各地妇幼保健资源分布不均衡、 优质资源相对紧张
的情况，卫生计生委将采取多项措施确保母婴健康安全：一是
要增加妇幼保健能力的供给，加强技术人员的培训；二是推进
分级诊疗，引导孕产妇合理选择助产的服务机构；三是要加强
孕产妇的咨询指导， 在基层要整合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的资源，加强对孕产妇的咨询指导，增强孕产妇的自我保
健能力；四是完善危急重症孕产妇和新生儿的转诊、会诊网络
和机制，确保急救通道的畅通。

我国9000万对夫妇
符合全面两孩政策
60%年龄超35岁

� � � �据新华社银川1月11日电 记者从宁夏银川市人民政
府获悉，银川“1·05”公交车纵火案补偿标准已确定，一次
性补偿每位遇难者75万元。

银川“1·05”公交车纵火案致17名乘客死亡，造成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纵火案发生后，银川“1·05”公交
车纵火案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善后处理组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按补偿标准和办法，由银川市公交公司给予每位遇难者
一次性补偿75万元（含死亡补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
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银川公交纵火案后续：

一次性补偿
每位遇难者75万元

� � � �刚刚过去的一周，人民币快速贬值
1.5%。11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压
力尚未去除，在岸市场即期汇率低开后
震荡在6.5830左右。 汇率波动之下，企
业和个人都在加速财务调整。 有行业
“吃果子”，有企业“挨板子”，还有许多
投资者为保值增值“想法子”。

出口企业喜
总体看人民币贬值越多越有利

“人民币贬值对造船企业乃至整个
出口行业都是好事， 我们每年收入2亿至
3亿美元， 合同都是按美元计价， 这等于
挣的钱有所增加。” 厦门船舶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李喜鑫告诉记者。

与纺织、服装、家具等传统制造行业
一样，中国造船行业受过去几年人民币持
续升值影响， 日子一直很难过。“我们也有
部分进口，但总体看人民币贬值越多越有
利。”李喜鑫说。

航空公司愁
贬值1个百分点就会赔掉数亿元

最发愁的恐怕还是负有大量美元债
务的航空公司了。 据业内人士测算， 目
前国内几大航空公司每家都有上百亿美
元的风险敞口， 人民币每贬值1个百分
点， 就会赔掉数亿元人民币。 5日， 东方
航空公告称， 为降低汇率波动风险， 公
司于近日偿还美元债务本金10亿美元以
降低公司的美元负债比例。

据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外汇交易主
管张治青介绍， 负债企业应加速购汇偿
还外债， 进口企业则应抓紧锁定汇率。

百姓购汇忙
投资外汇产品也要考虑风险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接连走低，引
发了不少市民的购汇热情，各大银行前
来换汇的人有所增加。 据记者了解，目

前居民有美元存款、美元理财、QD基金
产品三种投资渠道，一年期美元定存利
率不到1%； 美元理财在1.1%至2.2%之
间，且有一定管理费用；QD渠道收益最
高，能到4%以上，不过风险高、门槛高。
对此专家表示，投资外汇产品也要考虑
风险，切莫盲目跟风。人民币汇率并不
具备大幅下跌的空间。

出国海淘“看脸色”
成本增加购汇也要找合适时点

记者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虽然目
前前往欧美地区的出境游报价尚未调
整，但无疑出游成本有所增加。按照人
均消费5000美元算， 过去一周人民币
贬值1.5%， 增加花费约500元人民币。
同样要看美元“脸色”的，还有热衷海外
购物的“海淘一族”。

“尽管人民币对美元走低，但对日
元等还在升值，消费者未必紧盯着美国
商家。而且行情都是一波一波的，有上

就有下。即便是教育、旅游等购汇‘刚
需’，也要找合适时点，等市场波动到对
自己有利的价格再出手。” 中国银行全
球金融市场部高级交易员胡刚表示。

二季度有望升值
套期保值可使经营不受汇率波动影响

针对未来的汇率走势， 张治青说，
自人民币双向波动以来，一季度都是因
季节性因素有所贬值，由于出口企业停
工放假，春节前后结汇量减少，市场供
给就会吃紧。但到了二季度就会有所好
转，进入升值阶段。

“企业应该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培
养的财务模式，以适应目前快速的汇率
波动。从财务成本的角度，套期保值使
得未来经营不受汇率波动影响。企业要
拿锁定的汇率跟生产经营的成本比，而
不是跟汇率到期后的人民币即期市价
比较。”张治青说。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 � � �综合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11日表示，中方对永暑礁新建机场所进行的
校验和试飞活动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越南
指责中国校验试飞完全站不住脚。

在当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 越南民航局局长赖春青称其已向中方和
国际民航组织递交抗议信， 指称中国飞机无视
国际民航组织规则， 在未提供飞行计划或与越
南空中交通控制中心进行无线电联络前提下飞
越南海越方领空，威胁地区飞行安全。中方对此
有何回应？

洪磊说，首先要重申的是，中国对南沙群岛
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方对永
暑礁新建机场所进行的校验和试飞活动完全是
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所谓中国试飞活动影响地
区安全的指责完全站不住脚。

中方愿为重启
阿富汗国内和谈提供帮助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1日表示，中方愿与各
方共同努力， 为重启阿富汗国内和谈提供支持
和帮助。

洪磊说，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美国关
于阿富汗问题的四方机制首次会议11日在伊
斯兰堡召开。中方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
的阿富汗和解进程， 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
作用， 在尊重阿富汗主权和各方意愿的前提
下，为重启阿富汗国内和谈提供支持和帮助。

朝核问题各方
要避免紧张局势轮番升级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1日表示， 维护东北

亚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中方希望有
关方面保持克制，慎重行事，避免紧张局势轮
番升级。

洪磊是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回应有关
美军一架B-52轰炸机进入朝鲜半岛空域飞行的
问题时作上述表示的。“我们关注有关事态发展，
当前形势下，各方应该共同努力，避免紧张局势
轮番升级， 局势轮番升级不符合各方的共同利
益。我们希望各方能够谨慎行事，共同维护东北
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洪磊说。

外交部：

越方指责中国校验试飞
完全站不住脚

人民币一周贬值1.5%

谁喜谁愁谁在忙

把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写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召开之际

回应群众期盼
巩固执政之基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和
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阶段
性成果

在坚持中深化、 在深化中坚持，
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
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回应了人民群众期
盼，巩固了党的执政之基。

回眸历史，数字往往是最好的注脚：
———“打虎”，2015年，30多名中管

干部被立案审查，40多名中管干部因严
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立案件数、处分人数均多于前两年；

———“拍蝇”，2015年全国共查处群
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8万多起，
处理9万多人，近2万人被点名道姓通报
曝光；

———“猎狐”，截至2015年11月，“天
网”行动共追逃863人，追赃12亿元，首
次实现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

———查违纪，2015年前11月， 全国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万多
起，处理4万多人，给予党政纪处分近3
万人，其中包括8名省部级干部；

———抓巡视，2015年， 中央一级完
成任务84个，实现对央企、金融单位全
覆盖，半数以上中管干部问题线索来自
巡视，省一级也完成任务2512个；

……
一组组数字， 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

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
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决心和
能力。

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召开之际，
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部署2016年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未来指明了
方向：

———“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形成持
续威慑，坚决把腐败蔓延势头遏制住”；

———“坚持不懈、一抓到底，决不能
让‘四风’反弹回潮”；

———“坚决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
责任压下去，加大问责力度，让失责必
问成为常态”；

……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
会即将作出新的工作安排，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共同努力，人民群众参
与支持，纪检监察干部奋发有为，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将取得新的
更大的胜利。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在创新中实践
在实践中创新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纵深推进、亮点纷呈

一年来，中央坚持加强纪律建设，把规
矩意识深深刻印在 8700多万党员心
中———

除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外， 去年中央
同步修订了党的廉洁自律准则。 前者删
除原条例中70余条与现行法律法规重
复的规定，抬高了纪律底线；后者以300
字的精简篇幅，标明了道德高线。

为在实践中切实把纪律挺在前面，中
央纪委提出，要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
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
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是少数，严
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是极极少数

“‘四种形态’ 是党内监督的创新理论成
果和重要实践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廉
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

一年来，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反腐、 追逃、 正风全面发力、 驰而不
息———

2015年，“打虎”力度不减，每个月都
有中管干部接受组织调查。与此同时，反腐
压力向下延伸、剑指“蝇贪”，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开展专项治理。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
逃追赃全面提速：摸清外逃党员、官员底
数，清理违规出国证照，“天网”越织越密。

一年来， 坚持全面深化纪检体制改
革，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

中央近日决定，中央纪委设置47家派驻
纪检组， 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实
现派驻全覆盖。加大综合派驻力度是这次改
革的一大亮点。47家派驻机构中的27家为综
合派驻， 负责监督119家单位， 地位相对超
脱，真正做到了精简高效。

在新版巡视条例指导下，同样依
靠创新，巡视“利剑 ”更准、更快 、更
灵活。2015年第一轮中央巡视首次实行

“一托二”———一个组巡视两个单位；到
第三轮巡视时， 巡视组数量增加到15
个，并试点“一托三”模式，巡视单位数
量比上年多出一倍多。

正视严峻复杂形势
勇担从严治党重任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
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
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 一年前召开
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 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依然振聋发聩。

自1993年后，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判断一直沿用“严峻”二
字。新一届党中央见微知著、窥斑知豹，做
出“严峻复杂”这一新的判断。“加上‘复杂’
二字意味深长、影响深远，体现了一种政治
清醒和政治自觉。”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正是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
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
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
容，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
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支撑。出席中央纪
委全会， 专题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 9次听取巡视情况汇报
……习近平总书记就从严治党、 严明纪
律， 改进作风、 惩治腐败发表一系列重
要讲话， 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党风
廉政建设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这是反腐不取胜绝不轻言收兵的政
治定力———

面对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奇谈怪
论，新一届党中央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
认准了人民的期待，把握节奏和力度，把
党风廉政建设一步步引向深入。

这是敢于正视问题、 勇于解决问题
的鲜明态度———

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
严重违纪问题，点名道姓曝光“四风”问题，
实施“全覆盖”式的党内监督制度……新一
届党中央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了零容忍的态
度、猛药去疴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