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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19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9国新任驻华大使
递交国书。 他们是：埃及驻华大使马格杜布、
纳米比亚驻华大使凯亚莫、贝宁驻华大使阿
多韦兰德、突尼斯驻华大使哈立德、也门驻
华大使穆罕默德、 科威特驻华大使赛米赫、
尼泊尔驻华大使鲍德尔、古巴驻华大使拉米
雷斯、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波罗扎诺夫。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表示中
国政府将为各国使节履行职务提供便利和
支持，希望各国使节为推动中国同各国双边
关系发展、 增进人民之间友谊作出积极贡
献。 习近平积极评价中国同各国良好关系，
指出中国愿继续加强同各国友好务实合作，
实现共同繁荣。 习近平请使节们转达对有关
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各国使节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对习
近平的亲切问候。使节们表示，钦佩中国发
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重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
用，致力于发展积极的对华关系。使节们表
示，他们对出使中国深感荣幸，愿努力推动
各自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合作， 更好造福各
国和中国人民。

习近平接受
9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 � � �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

推动。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来年经济
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党中央在全面分
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 给出的调整经
济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 今年以
来，我们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推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行业供求关系
发生积极变化， 政府和企业理念行为发生积极变
化， 我们的经济导向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也产生
了积极影响。 这充分表明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经受
了实践检验，符合实际、富有远见。

从长远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刚开了头，
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
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 金融和实体经
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 解决这些失衡，
仍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 我
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 也要靠实体经济走
向未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始终向振兴实体经
济发力、聚力，通过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
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
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说到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
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
深化改革。 明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
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落实已部署的各项任
务，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推动五大
任务有实质性进展。 二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围绕让老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多做文章，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
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广辟农民增收致富门路。 三是着力振兴实体经
济，高度重视“脱实向虚”的苗头，坚持以提高质
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发
展壮大新动能，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 四
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研究建立
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
制，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同时，扎实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 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战略，这也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道虽迩，不行不至”。 发力供给侧、打赢攻坚
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我
国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
合理的阶段演进。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们将不断开拓发展
新境界，激发经济新动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历史任务。

（新华社北京 12月 18日电 载 12月 19日
《人民日报 》）

� � � � 改革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法宝。 适应把握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必须做好改革创新这篇大
文章。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改革步
伐、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明确提出了深化国企
国资改革等五大关键性改革任务。 各地区各部门
要按照党中央部署，牵住改革的“牛鼻子”，以重点
领域改革的“一子落”，带动经济棋局的“全盘活”。

改革关头勇者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全面深化改革， 啃下了不
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险滩，为经济社会发展激发
和释放了巨大的体制动力与内生活力。 改革越往
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的复杂程度和困难程
度不断加大。 目前，需要完成的改革很多是利益关
联度高、牵涉面广的重大改革，也就是要动“奶酪”
的改革，推进起来难度不小，必须按照统筹推进、
重点突破的要求，坚定不移往前推进。 深化国企国
资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稳妥推进财税和
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重点地
推动对外开放， 这次会议提出的五大关键性改革
任务， 正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更好地发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

当前，深化国企国资改革，要以提高核心竞争
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 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要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
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 清理

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 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
体制改革， 要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
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推
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要从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
性、保障可持续性出发，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方案。 有重点地推动对外开放，要抓住机遇，奋
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
商业性金融作用。

改革只争朝夕，工作重在落实。 把抓改革作为
一项重大政治责任，既要明确重点任务，也要形成
科学方法，才能当好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 要解
决改革关键领域突破不够、出台方案落实不力等问
题， 不断完善跨部门的统筹机制， 加强对财税、金
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基础性重
大改革的推进，既制定方案又推动落实。 各改革方
案牵头部门要立足全局、认真调研，提高改革方案
质量。 同时，既要抓好重大改革顶层设计，也要充分
调动地方和基层推动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央
有关部门要支持鼓励地方和基层结合实际大胆闯、
大胆试，为改革探索路子。

“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 ”在中国的改革历
程中，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
响和传导作用， 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
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 牢牢扭住关键性
改革各项目标任务， 就能更好发挥改革的牵引作
用，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推动“中国号”
巨轮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载12月20日《人民日报》）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
———三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中国与挪
威政府19日发表声明，决定自即日起实现
两国关系正常化。

当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会见
了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挪威外交大臣布伦
德，外交部长王毅同布伦德举行了会谈。

李克强在会见时表示， 中方赞赏挪威
新一届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致力于改
善和发展对华关系的诚意， 愿同挪方共同

努力，翻开中挪关系新的一页，推动两国关
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
和平奖授予因违反中国法律正在服刑的刘
晓波。这一举动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粗暴侵
犯中国司法主权。 中挪关系由此恶化，6年
来，两国各领域合作受到严重影响。

声明表示，“挪方充分认识到中方的立
场和关切， 并积极致力于推动两国关系重

回正轨。 ”
布伦德表示， 挪中关系实现正常化具有

历史性意义，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积极信息。 挪
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
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 2010年诺贝
尔和平奖颁授前，中挪两国关系密切。两国
于2008年就已启动中挪自贸协定谈判。

中国挪威实现关系正常化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全国人大
常委会19日审议相关决定草案，拟授权国
务院在河北省邯郸市等12个生育保险和
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城市行政区域
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有关规定。

受国务院委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部长尹蔚民19日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作《关于授权国务院
在河北省邯郸市等12个生育保险和基本
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城市行政区域暂时
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
明确部署和“十三五”规划以及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任务中提出的“将生
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
的要求，2016年10月，国务院已原则
同意《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

12个试点城市分别是： 河北省
邯郸市、山西省晋中市、辽宁省沈阳
市、江苏省泰州市、安徽省合肥市、
山东省威海市、河南省郑州市、湖南
省岳阳市、广东省珠海市、重庆市、
四川省内江市、云南省昆明市。

12个城市拟进行
生育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合并试点
岳阳市位列其中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记者19日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 检察机关依法
对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特别重大事故
所涉10名职务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

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冷却塔施工
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发生后， 最高人民
检察院立即派员介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成立由最高检和江西省三级检察院
组成的专案组，在国务院调查组的统
一协调下，立足于检察职能，依法开
展调查工作。

检察机关依法对邓勇超等9人以
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同时还依法对
一名涉嫌行贿犯罪人员立案侦查。

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特别重大事故后续

10名职务犯罪嫌疑人被立案侦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