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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
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确保
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各级党
委、政府义不容辞之责。 近年来，各相关部
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当前，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人民群众热
切期盼吃得更放心、吃得更健康。 2016年是
“十三五”开局之年，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 坚持党政同责、 标本兼
治，加强统筹协调，加快完善统一权威的监
管体制和制度，落实“四个最严”的要求，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批示指出， 食品安全问题社会高
度关注，群众充满期待。 过去一年，各级食
安委、食安办及成员单位履职尽责，在加强
法治建设、落实监管责任、治理“餐桌污染”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值得肯定。 保障
食品安全仍面临艰巨任务，要毫不懈怠，持
续攻坚。 各级政府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切
实发挥食安委统一领导、综合协调作用，以
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 坚定实施食品安全
战略， 加快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
权威监管体系， 落实最严格的全程监管制
度，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对违
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出快手、下重拳，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张高丽28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学习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全面总
结2015年食品安全工作， 研究部署2016年
重点工作。

习近平向全军老同志
祝贺新春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中央军委慰问驻京
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28日在京举行。 中共中
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向在场的军队老同志， 向全军离退休老干部， 致以
新春问候和祝福。

清风浩荡迎新春， 战歌嘹亮军旗扬。 中华民族
传统猴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建
立卓越功勋、 为国家和军队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驻
京部队老干部欢聚一堂。 回顾过去一年， 大家深切
感到， 在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
全军和武警部队扎实抓整顿、 抓备战、 抓改革、 抓
规划， 国防和军队建设再上新台阶， 书写了政治建
军、 改革强军、 依法治军的崭新篇章。 大家一致表
示， 新的一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特别是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 以党在新形
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 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奋
勇前进， 不断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

习近平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1月28日， 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致电阮富仲， 祝贺他再次当选越南共
产党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以他个人
名义对阮富仲表示祝贺。 习近平表示， 相信在越南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越南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
业将不断向前迈进。

习近平强调， 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两
国政治制度相同、 发展道路相近、 前途命运相关，
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
同越南的关系， 愿同越方一道， 继续秉持“长期稳
定、 面向未来、 睦邻友好、 全面合作” 方针和“好
邻居、 好朋友、 好同志、 好伙伴” 精神， 推动中越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为亚洲
和世界的和平、 合作、 发展、 繁荣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电贺阮富仲
再次当选越共总书记

石泰峰当选江苏省省长
新华社南京1月28日电 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1月28日选举石泰峰为江苏省省长。

外交部发言人：

两岸中国人都有责任
维护中华民族祖产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对于台湾地区领导人
马英九登上太平岛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8日
表示， 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两岸中国
人都有责任维护中华民族祖产。

华春莹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国政府一
向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 合作
之海， 将继续为维护南海航行自由、 和平稳定、 繁
荣发展作出积极努力。

� � � � 1月28日，“义乌—德黑兰”首趟班列满载浙江义乌出口的小商品，从义乌鸣笛启程。 这趟班列将从新疆
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奔赴伊朗首都德黑兰。 这是首列从中国开往中东的铁路集装
箱货运班列。 新华社发

首发

� � � � 据新华社“决心”号1月28日电 记者
在美国“决心”号大洋钻探船上了解到，“决
心”号将于2017年第三次赴南海，执行367
和368航次的大洋钻探任务。这将是中国科
学家主导的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

根据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安排， 第三次
南海大洋钻探的两个航次均聚焦于南海扩
张之前的大陆破裂。 其中，367航次计划于
2017年2月至4月执行，368航次计划于4月
至6月执行。任务的科学目标是揭示南海成
因， 并检验国际上以大西洋为蓝本的海洋
形成理论。“决心”号大洋钻探船是国际大洋
发现计划的3个钻探平台之一。

我科学家将主导
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记者28日
从民政部获悉， 根据中韩双方磋商达成的
共识， 韩方将于今年3月31日向中方再次
移交一批共36具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
士遗骸及相关遗物， 在此之前， 双方将于
3月28日在韩国共同举行装殓仪式。

在中韩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和共同推
动下，2014年和2015年中韩双方已成功交
接共505具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今年是按照中韩共识实施的第三次交接。

中韩将交接第三批
志愿军烈士遗骸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美军方将领关于南海
言论“缺乏历史常识”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杨宇军28日表示， 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哈里斯关于
南海的言论缺乏历史常识，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
近海域拥有主权是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的。

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哈里斯27日在美国智库战略
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将继续在南海
挑战中国主张，他个人认为，这些岛屿不属于中国。

“哈里斯将军发表这样的言论让我感到非常惊
讶，这完全是缺乏历史常识的。”杨宇军说，中国对南
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 这是有充分的历史
和法理依据的。他说，中方一贯主张有关争议由直接
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 南海和平稳定由中
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域外
国家指手画脚，更不能用无知的言论来挑拨离间。

� � � � “中国经济正在走向硬着陆，并且会加
剧全球通货紧缩。 ”这几天，金融投资家索罗
斯在达沃斯论坛上一番唱空中国经济的言
辞，引发各界关注和议论。 此番论调，与以往
形形色色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别无二致。 只
不过，这次出自索罗斯这个金融投资领域的
“空头大鳄”之口，便多了几分关注度。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只要有机会近
距离接触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就会发现这
里压根儿不存在什么萧条的迹象、崩溃的
前兆。 去年中国游客出境游高达1.2亿人
次， 海外购物消费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免
税店处处可见中国人购物的情景。 中国网
民“双11” 1天的购物狂欢，交易额轻松超
过美国感恩节购物季5天的总和。人们不会
忘记，金融危机后的美国，8个家庭中有1个
靠救济食品券过活， 每月有超过12万个家
庭申请破产。 无需专业的分析， 仅凭这些
最简单的具象的观察，便不难得出中国经
济很正常，甚至“风景这边独好”的结论。

“硬着陆几乎不可避免。 ”我们依稀记
得，当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来袭时，就有人如
此预测中国经济。 当然， 结果大家早已知
道。当下，中国经济的体量比20年前几乎增
长了10倍。 人均收入也增长了4倍，厚实的

家底早已今非昔比 。 当年中国经济便是
“软着陆”，如今更丰盈的物质积累、更完善
的市场体系、更可观的改革红利、更娴熟的
宏观调控，又何来“硬着陆”？风物长宜放眼
量。 拥有13.7亿人口、9亿劳动力、7000多万
市场主体的中国经济，“形有波动、 势仍向
好”，其巨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完全
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 个别数据的不太好
看，少数企业的经营困难，只是改革转型的
一时阵痛，是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
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索
罗斯们实在是杞人忧天了。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是分析经济形势的
大忌。稍微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被看空者们作
为依据的几项指标，要么是孤证，要么干脆是
误证。比如资金外流的说法，事实却是去年中
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6%，位居全球前三。 比
如输出通货紧缩的说法，中国消费者价格指
数保持温和水平，央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绝
谈不上向外传染。 至于整个社会债务已达
GDP的300%一说，更是凭空杜撰、不知所云。
人民币汇率的适度调整，也是处于合理区间
的正常修复。而中国股市的波动，很大程度上
源于市场本身、监管体制和投资者的不成熟，
并不能真实反映实体经济的晴雨。 倘若只盯
着中国股市说事，岂非管中窥豹？

事实胜于雄辩， 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

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仍然是世界
经济的强劲引擎。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去年
增长10.2%， 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6%，
登记注册的企业平均每天增长1.2万户，一
项项成绩来之不易，不知让多少人欣羡不
已。 更要看到，随着收入增长，中国人的消
费结构正在升级，中高端消费增长强劲，这
也是中国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原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就是要解放和
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
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
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
应性和灵活性，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生活和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

索罗斯先生有句名言：“世界经济史是
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 要获得财
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
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现在，
一些怀揣这样或那样目的的人，又开始编
造一出出“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殊不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这个拉动
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见或不见，就在
那里。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 中国将始终
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欢迎各国搭乘中国
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载1月28日
《人民日报》）

“看空”中国毫无依据

�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7日电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IMF） 27日宣布IMF2010年
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已正式生效， 这意味
着中国正式成为IMF第三大股东。

IMF在一份声明中说， IMF的 《董事
会改革修正案》 从1月26日开始生效， 该
修正案是IMF推进份额和治理改革的一部
分。 根据方案， 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
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 中国份额
占比将从3.996%升至6.394%， 排名从第
六位跃居第三，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中
国、 巴西、 印度和俄罗斯4个新兴经济体
跻身IMF股东行列前十名。

该方案生效后， IMF份额将增加一
倍， 从2385亿特别提款权 （SDR） （约合
3298亿美元） 增至 4770亿 SDR （约合
6597亿美元）。 IMF执董会成员将首次全
部由选举产生。 同时， 该方案标志着IMF
治理向着更好体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话语权的方向迈出重要一步， 并将加强
IMF的信誉度、 有效性和合法性。

IMF总裁拉加德在声明中说， 改革使
得IMF在快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能够更好
地满足成员国需求。

中国正式成为
IMF第三大股东

何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