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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7 日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2016“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召开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6 日电 7月25日，中
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
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
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
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俞正声、
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座谈会。李克强通报了
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 介绍了中共中
央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
央主席张宝文、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民进中
央主席严隽琪、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
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台
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
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先后发言。 在认真听
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
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也是
“
十

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保持经济
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十分重要。上半年，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围绕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新型城镇化两个主
题，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带队，分赴11个省市
开展实地调研。大家还就能源结构改革、开发
区创新转型、农村扶贫开发、中西部地区台资
企业发展、制造业民营企业发展等问题提出了
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共中央决策提供了
重要依据和参考。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
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总的看，上半年经济形势
同我们作出的判断是一致的， 仍然是总体
平稳、走势分化。今年以来，在错综复杂的
国内外形势下， 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共中
央部署，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经济结构继续优化，新
动力成长趋势正在加快。

习近平指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
通过实施组合政策，引导发展预期，加快结
构性改革步伐， 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态
势。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
货币政策，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落实各项减
税降费政策， 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投向实体
经济。要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
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
短板” 五大重点任务， 通过有效的市场竞
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努力创造各类企
业平等竞争、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
习近平强调，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统一战线有能力有
责任继续发挥重要法宝作用。 习近平希望
大家准确把握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
的分析和判断，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增强定力，
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希望大家自觉树立和贯彻创新、 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紧抓住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深入调研，就
一些重点问题、难点问题、共性问题提出具
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
为中共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现在，扶贫开发到
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 中共中央已经就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总体部署， 并请各
民主党派与8个省份对接，对脱贫攻坚开展
民主监督工作。 这是中共中央赋予各民主
党派的一项新任务， 是民主党派履行民主
监督职能的新领域。大家要坚持问题导向，
深入所对口地方一线调查研究，通过意见、
批评、建议等方式，对脱贫攻坚落实情况进
行监督，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贡献。

中组部会同中央纪委机关

启动新一轮换届风气
巡回督查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为了着力营造风

王毅驳美日澳涉南海声明：

和平维护者还是搅局者?

清气正换届环境， 确保地方领导班子换届工
作有序健康平稳进行，近日，中组部会同中央
纪委机关派出换届风气巡回督查组，对河北、
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苏、安徽、福建、湖南、广
西、云南、西藏、新疆等12个省（区）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进行督查，对天津、江西、河南、湖
北等4省（市）结合巡视“回头看”选人用人专
项检查开展换届风气督查。
中组部有关负责同志在动员部署时强
调，开展巡回督查工作是党要管党、全面从
严治党的具体体现，是督促各级党委落实主
体责任、推动换届工作有序健康平稳进行的
有效途径；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从严从实，
有的放矢地开展督查，切实发现和解决存在
的突出问题，以坚决态度和有力措施维护换
届工作的严肃性，使这次换届成为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从政环境的一次生动实践。中组
部和省、市、县三级组织部门将通过“12380”
电话、网络、短信和信访“四位一体”的举报
平台，受理违反换届纪律问题的举报。

日本残疾人福利院遇袭
已致19死26伤
日本东京附近一家残疾人福利院26日凌
晨发生血案，一名男子持刀行凶，导致至少19
人死亡、26人受伤，其中20人伤势严重。这是自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死伤最严重的一起持刀伤
人事件。
案件发生于神奈川县相模原市一家名为
“
津久井山百合园”的残疾人福利院，位于东京
主城区以西大约50公里处，附近是普通民宅和
一所公立小学。
当地时间26日凌晨2时30分左右， 相模原
警方接到福利院员工打来的报警电话，得知一
名男子持刀闯入福利院行凶。 警方发言人说，
凌晨3时左右， 嫌疑人开车来到津久井警察局
自首，称
“
是我干的”。日本共同社报道，这名男
子身穿黑色T恤，自首时随身携带一个书包，里
面装满了刀具及其他锐器。
嫌疑人名为植松圣，现年26岁，称自己是
相模原市居民，曾在这家福利院工作。日本新
闻网（NNN）电视台报道，植松圣因被辞退而心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生恨意，遂进行报复。

一条南海主题宣传短片日前登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中国屏”，向受众介绍
中国对南海诸岛合理合法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澄清了所谓南海仲裁案的闹剧
真相， 重申对话协商才是妥善处理南海争议的解决途径。 图为7月25日，“中国
屏”播出南海主题宣传短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万象 7 月 26 日电 7月26日，外交部
长王毅出席老挝万象第六届东亚峰会外长会
期间， 针对美日澳25日晚发表涉及南海局势
的三方声明，据理予以严正驳斥。
王毅说， 昨天召开的中国-东盟（10+1）
会议十分融洽，和谐，会后11位外长共同发表
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的
联合声明。DOC是中国和东盟国家一致同意
遵守的地区规则。 各方通过声明承诺回到由
直接当事方协商解决具体争议的正确轨道，
对外发出了中国东盟共同维护南海稳定的积
极信息。但遗憾的是，昨天深夜，美日澳三方
发表了另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继续炒作南海
问题， 渲染地区紧张， 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中
国。鉴于该声明已经造成影响，中方必须做出
必要反应。
王毅说，从昨天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景象
是， 一方面本地区国家决心加强深化合作，期
待南海局势降温，另一方面这个三方声明却还
在煽动升温；一方面本地区国家都不愿在仲裁
案上选边站队， 认为这是中菲的双边问题，另
一方面这个三方声明仍一口咬定充满争议的
所谓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方面世界上70多
个国家以不同方式表达理解和支持中国的正
当立场，另一方面这个三方声明仍在明里暗里
指责中国。这个声明的发表很不合时宜，与形
势的发展极不和谐。这个声明与本地区国家正
在维护南海稳定的努力不相符合，与本地区人
民希望南海局势降温的愿望不相符合，与域外
国家应发挥建设性作用不相符合。
王毅说，如果你们三方真的希望南海稳定
的话，就应支持中国和东盟落实好DOC，支持
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 现在，是
检验你们是和平维护者还是搅局者的时候了。

大陆赴台旅行团车祸遇难者家属离台
不放弃刑事追诉权
据新华社台北 7 月 26 日电 26日下午，
大陆赴台旅行团严重车祸遇难者家属51
人，带着23位亲人的骨灰，从台北飞返大
连，大连市善后工作小组20人同机返回。
大连工作组负责人栾旭升在离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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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4位遇难者中23位
的家属已签订理赔协议，另外一位遇难者
的家属选择走司法程序。
关于正在调查的事故原因，栾旭升表
示，这是每一位遇难者家属，包括社会公

习近平致贺信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2016
“
一带一路”媒体合
作论坛26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向论坛致以热烈祝贺， 向出席论坛的各国媒体嘉宾
表示诚挚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丝绸之路是各国人民的
共同财富。中国发扬丝绸之路精神，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得到沿线国
家的广泛认同。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沿线国家一道，构建“一
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共创新型合作模式、开拓多
元合作平台、推进重点领域项目，携手打造“绿色丝
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和平
丝绸之路”，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
习近平表示，“一带一路” 媒体合作论坛为各国
媒体对话交流、务实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希望各国
媒体用好这个平台，为推动国家关系发展、沟通民心
民意、深化理解互信方面积极有为，为“一带一路”建
设发挥积极作用。
这次论坛由人民日报社主办，主题为“命运共同
体、合作新格局”，来自101个国家的212家媒体参会。

央企结构调整与重组
路线图明确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巩固加强一批、创新发
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日前，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
见》，明确了下一阶段央企重组的重点工作。
“
央企的结构调整与重组可以使企业发挥
‘
1+1＞2’
的协同效应，不应仅是规模上的扩张，更多的应是效率提
升，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
所国有企业研究室主任项安波说。
意见对不同领域的央企制定了不同的政策，总体来
看：有保、有进、有退、有合。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要保
持控制力， 在有竞争潜力的竞争性领域要积极进入，在
非优势领域要逐渐退出，在一些领域做到专业化整合。
在要保持控制力的领域巩固加强一批。意见明确，对主
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
域、主要承担国家重大专项任务的中央企业，要保证国有资
本投入，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
在有竞争潜力的领域，要创新发展一批。意见指出，
搭建调整重组平台、科技创新平台、国际化经营平台，推
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增
强中央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在非优势领域，要清理退出一批。意见明确，通过大
力化解过剩产能、清理处置长期亏损企业和低效无效资
产、退出不具有发展优势的非主业、剥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措施，解决好“退得出”的问
题。这将使僵尸企业等需要退出的资产加速退出。

众都很关心的。他特别强调：“目前家属签
订的是民事赔偿协议，如果未来调查发现
涉及刑事部分，家属不放弃追诉的权利。”
栾旭升表示，此次在台期间，包括旅
游业者、义工等在内的台湾各界人士对遇
难者家属提供了极大帮助和关心关爱，让
人充分感受到两岸一家亲、 两岸心连心，
非常令人感动。
责任编辑 肖丽娟 周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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