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驻约使馆枪击事件
致两死一伤

新华社安曼7月24日电 约旦公共安全部门23日晚间
说，以色列驻约旦使馆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名约旦人
死亡，一名以色列使馆职员受伤。 这两名约旦人是以木匠身
份进入以色列使馆的。 警方现已封锁使馆周边区域，事件具
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本月21日，约旦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反
以色列游行，数万民众涌上街头，抗议以色列近期对耶路撒
冷老城穆斯林“尊贵禁地”（以色列称为圣殿山）采取的行动。

我国拟修订快递暂行条例

快递企业
不得出售、泄露用户信息

据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国务院法制办24日就《快递
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稿明确，经营
快递业务的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出售、泄露或者非法提
供快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信息。

根据意见稿，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有未按照规定建立
快递运单及电子数据管理制度， 未定期销毁快递运单，出
售、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快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
信息等行为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5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稳定外资和民间投资6

高度重视民生工作
积极促就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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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深圳7月2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4日致信第十九届国际植物学大
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
大会的各国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植物是生态系
统的初级生产者， 深刻影响着地球的生态
环境。人类对植物世界的探索从未停步，对
植物的利用和保护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
中国是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 中国人民自古崇尚自然、热爱植物，中
华文明包含着博大精深的植物文化。 中国
2500多年前编成的诗歌总集《诗经》记载
了130多种植物， 中医药学为人类健康作
出了重要贡献， 因植桑养蚕而发展起来的

丝绸之路成为促进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
流的重要纽带。 近年来，中国在水稻育种、
基因组学、进化生物学、生物技术等领域取
得举世瞩目的成果。 中国将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广泛开展植
物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 同各国一道维
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习近平强调， 国际植物学大会在推
动全球植物科学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绿色创造未来”。
希望出席本届大会的各国专家学者加强
交流和对话，为倡导人类关心植物、关注
未来，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表示祝

贺。他在批示中指出，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国
际植物科学界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 在全
球植物科学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
次第十九届大会在深圳召开， 对促进中国
植物科学界与世界的交流、 提升全球植物
科学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植物
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民向
来崇尚自然， 重视对植物资源的利用和保
护。中国政府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
突出的战略位置， 注重加强植物科学研究

和国际合作，在相关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
希望大会围绕“绿色创造未来”主题，深入
交流、相互启发、凝聚共识，为推进植物科
学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建设绿色文明
的地球作出新的贡献。

第十九届国际植物学大会24日在广
东省深圳市开幕。 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
贺信和李克强的批示。

国际植物学大会创办于1900年，是植
物科学领域水平最高、 影响最大的国际会
议。 这次会议由中国植物学会和深圳市人
民政府共同举办，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
英国、德国、法国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专
家学者与代表约6000人参加会议。

第十九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开幕

习近平致信祝贺
李克强作出批示表示祝贺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看中国经济走向

� � � � 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了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布局下半年经济
发展，如何确保“稳的格局”和“好的态
势”更加明显？

【会议看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更好把握
稳和进的关系， 把握好平衡， 把握好时
机，把握好度。

【点评】“行百里者半九十。 ”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在经济企稳
态势明显、向好因素增加的当下，不能松
懈， 要愈发精心维护好来之不易的成绩。
没有经济增长的稳，企业转型就缺乏必要
条件；若片面求稳，就无法形成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 只有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积极作为，发展
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才能显著提高。

� � � �去产能和去杠杆互相牵扯，“僵尸企
业” 退出带来债务处置等难题……作为
经济发展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半
年如何破难题再发力？

【会议看点】要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
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点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
授卢锋说，处置“僵尸企业”无疑将成为
下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发力
点。治理产能过剩与“僵尸企业”，要更加
重视改进完善政企关系与政商关系，通
过市场、 法治方式倒逼缺乏自生能力的
企业退出， 对困难企业提供适当协助使
其顺利退出， 从而综合解决产能过剩难
题，并助推结构调整。

� � � �上半年，我国民间投资增速虽
有回升，但增长仍较缓慢；同时，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连续出现负增长。
下半年如何刹住有效投资增速放
缓之势？

【会议看点 】要稳定外资和民
间投资，稳定信心，加强产权保护，
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增强营商环境
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点评】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
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说 ，
外资和民资都是推动我国经济转
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 我们在优化
市场环境上下了很大功夫 ， 但仍
然需通过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来
增强吸引力 。 比如降低生产性服
务业 、 生活性服务业以及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准入门槛 ， 引入负面
清单管理模式 ， 简化行政审批程
序 ，提高政策法规透明度等 ，让民
资和外资更好地发挥优化中国经
济结构的作用。

� � � � 上半年， 我国城镇新增就业
735万人， 同比增加18万人。 下半
年，如何趁势发力，应对好高校毕
业生就业、去产能职工分流安置等
难点任务？

【会议看点 】要高度重视民生
工作，积极促进就业，切实帮助困
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

【点评 】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
所所长郑东亮说 ， 就业是民生之
本 ，确保困难人员 、困难家庭实现
就业是保障民生的基本要求。 可以
通过化解过剩产能、落实减税降费
等措施 ， 推动企业和实体经济发
展， 稳定现有用工需求。 同时不断
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支持民营企
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积极拓宽就业
渠道。 我国已形成了一整套积极就
业政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
善，相信促进就业的效果将进一步
显现。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 � � � 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
GDP增长6.9%的亮丽成绩
单，下半年如何延续稳中向
好态势？房地产市场走向如
何？ 如何防范财政金融风
险？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4
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
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
工作。 字里行间，传递出中
国经济七大信号。

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1

� � � �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 （记者 王亮）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出生在湖南汨罗的
中国选手李昊桐在第146届英国高尔夫
球公开赛最后一轮比赛中， 打出惊人的
63杆，以274杆、低于标准杆6杆的总成
绩名列第三， 创造了中国男选手在四大
大满贯赛中的最佳战绩。

前三轮比赛过后， 李昊桐总成绩高
于标准杆一杆。 今天的第四轮李昊桐的

发挥如有神助， 从第8洞开始他打出7只
小鸟（低于标准杆1杆），其中最后4洞连
续打出小鸟球， 最终第四轮的成绩停留
在63杆，低于标准杆7杆。加上前三轮的
成绩，李昊桐最终位列第三。

这个成绩让李昊桐刷新中国男球员
在大满贯赛上的最佳名次， 单轮63杆也
是迄今为止中国高尔夫球男球员在大满
贯赛上的最好成绩。

李昊桐赛后非常激动：“真的不敢相
信。 第一次打英国公开赛就有这样的成
绩，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太难以置信
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从第8洞开始，我
就怎么推怎么有。真的是梦想成真。”

今年21岁的李昊桐10岁开始专攻
高尔夫球。虽然今年只有21岁，但李昊桐
已成为中国高尔夫球的一哥，2016年，
他也参加了里约奥运会。

� � � �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 （记者 王亮 ）
今天， “长房杯” 2017中国长沙国际名
校赛艇挑战赛中南大学赛艇队亮相暨出
征仪式在长房云时代营销中心举行， 中南
大学赛艇队9名帅哥身着队服登场并接过
队旗， 队长王帅表示， “要超越去年的好
成绩！”

2017中国长沙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
将于7月29日至30日在湘江流域从湘江橘
子洲西侧航道橘子洲大桥往北200米至沙

滩公园西侧尾端之间进行， 将有来自耶
鲁、 布朗、 剑桥等国外名校和中南、 北
大、 清华、 中山等国内名校， 共计20支
队伍参赛， 项目有大学男子八人艇1000
米和大学女子八人艇1000米比赛。

2016年成立的中南大学赛艇队是湖
南第一家高校赛艇队， 由湖南省著名赛艇
运动员张志军担任教练， 2016年首次参
加长沙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就取得了第5
名的好成绩。

中南大学体育部部长喻跃龙在
出征仪式上介绍， “今年中南大学
赛艇队的9名队员是从上百名报名
学生中选拔出来的， 从5月份就开
始集中训练， 就是为了能在本次比
赛中取得好成绩。”

记者还了解到， 除了派队参加
比赛， 中南大学还将协办本次国际
名校赛艇挑战赛， 并参与赛艇名校
咨询会活动。

夺英国公开赛第三 湖南伢子创中国高尔夫球纪录

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月底举行 中南大学赛艇队想比去年更快

更多运用市场机制
处置“僵尸企业”2

� � � �上半年，中央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
资频出重拳。 面对仍有部分地方政府债
务增长加快问题，今后如何进一步架高
防范债务风险的“防火墙”？

【会议看点】要积极稳妥化解累积的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效规范地方政府
举债融资，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点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

希说，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强化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考虑到
地方政府建设任务重，一方面要进一步“开
前门”规范举债融资方式，保护好地方发展
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更严格“堵后门”，遏
制隐性担保、融资平台举债、假PPP等违规
举债行为， 要及时甄别债务， 明确偿还责
任，不能吃风险的“大锅饭”。

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3

� � � �金融业态不断丰富， 如何防范不断
积累的金融风险？ 经济转型升级关键阶
段， 如何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会议看点】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 要深入扎实整治金融
乱象，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提高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点评】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
说，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
是防范金融风险、 确保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
展的根本举措。 金融机构自身要增强风险意
识，强化审慎合规经营。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
协调，形成监管合力，摸清风险底数，让更多
金融业务为实体经济服务， 严守不发生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深入扎实整治金融乱象4

� � � �上半年， 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成效进一步显
现， 全国房价总体平稳，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
价格下降及涨幅回落城市均有增加。面对依然分
化的楼市，下半年政策有何动向？

【会议看点】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政
策连续性稳定性，加快建立长效机制。

【点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兴

洲说， 这透露出下半年继续落实房地产调控
政策信号，要在需求侧继续遏制投机性需求，
坚持房地产领域“去杠杆”，消除金融风险隐
患，坚持“脱虚向实”，防止泡沫积累。 同时，要
加强房地产长效机制和基础性制度建设，支
持自住和改善需求，着力发展租赁住房市场，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加快建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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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7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孙政才同志涉嫌严重违纪问
题立案审查。这一决定，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充分体现我们党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充分说
明全面从严治党、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
路上，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
重要保障，任何时候都必须严明党的纪律，用铁的纪律从严
治党。 抓思想从严，抓管党从严，抓执纪从严，抓治吏从严，
抓作风从严，抓反腐从严，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
党的实践，关键就在一个“严”字。 对周永康、薄熙来、徐才
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违法违纪问题的查处充分说明，
我们党始终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 决不允许党内存在不
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
多高、资历多深、贡献多大，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
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对此，任何人都不要心存侥幸，谁都
不能藐视法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 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 ”“高级干部一
旦犯错误，造成的危害大，对党的形象和威信损害大。 ”正因
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
强调，高级干部要对党忠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守住纪律
底线，为全党作出表率，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立正身、讲
原则、守纪律、拒腐蚀。对孙政才同志立案审查，再次向全党
敲响警钟。 领导干部要坚定政治立场，锤炼政治品格，坚持
廉洁从政，增强自律意识、表率意识，严格遵守党章党规，严
守党的纪律规矩，坚决守住党纪国法底线。只有这样才能形
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也只有这样才能营
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

有铁一般的纪律，才有铁一般的队伍。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 深刻领会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意志，
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定不移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工作，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载7月25日《人民日报》）

� � � � 7月24日，我国自主研发的自治式水下机器人“探索”
号在南海北部开展首次试验性应用，预计水下作业时间20
小时。 图为“探索”号即将进入水中。 新华社发

水下机器人“探索”南海

� � � � 7月23日，2017环法自行车赛结束
了最后赛段的比赛， 天空车队的英国车
手弗鲁姆以86小时20分55秒的总成绩，
第四次赢得环法总冠军。 图为弗鲁姆在
比赛中。 新华社发

环法：

弗鲁姆四夺总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