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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将与世行行长
举行圆桌对话会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30日宣布：经各方商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将于11月6日在北京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
事阿泽维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
亚、 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卡尼和国际劳工组织
副总干事格林菲尔德举行第三次圆桌对话会，
就当前世界经济走势、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国
经济和改革开放等议题进行讨论。

王光英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中国现代民族工

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
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
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
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
席，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
英同志，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北
京逝世，享年100岁。

国家医保局：

鼓励贫困地区将互联网
诊疗服务纳入医保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记者从国家医疗

保障局了解到，深度贫困地区大多交通不便，位
置偏远， 群众出趟门不容易。 贫困地区如有条
件， 要重点探索将互联网诊疗服务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 让农村贫困群众不出远门也能利用大
城市的医疗资源。

国家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各地要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方便、便宜、放心的健康服务。家庭
医生是贫困群众的健康“守门人”，要将符合规
定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同时，对按规定转诊的，实行“省域内无异
地”，结算执行参保所在统筹地区同等的支付政
策，住院费用可连续计算起付线，引导农村贫困
群众尽量在省内解决就医需求。

� � �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近日，经党中
央同意，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党
中央决定，在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派驻监督
取得的明显成效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完善派驻监督体
制机制，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
向纵深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意见》强调，全面加强对派驻机构的领
导。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是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直接领导、统一管理。要建立中央纪委
常委会统一领导、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管
理，中央纪委副书记（常委）、国家监委副主
任（委员）分管，相关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协
调配合的派驻工作领导体制，加强对派驻机
构的指导、管理、服务和保障。

《意见》明确，推动驻在部门党组织担负
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建立定期会商、重
要情况通报、线索联合排查、联合监督执纪等
机制，为党组（党委）主体作用发挥提供有效
载体，形成同向发力、协作互动的工作格局。

派驻机构要紧紧围绕监督这个第一职责，加
强对驻在部门党组织的监督， 重点检查遵守
党章党规党纪和宪法法律、 贯彻落实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等情况， 确保党中央政令
畅通。赋予派驻机构监察权，派驻机构既要依
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
责， 又要依照宪法和监察法履行监督调查处
置职责， 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行监察
全覆盖。健全审查调查工作机制，加强问题线
索集中统一管理，完善审查调查协调、案件审
理协调、重大案件督办机制。分类施策推进中

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党委书记和校长列入
中央管理的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意见》强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要及时
研究解决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加强派驻机构
制度建设和服务保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
门要积极配合， 自觉支持派驻机构工作，确
保改革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坚守派驻机构
作为党的政治机构、派驻监督作为政治监督
的职能定位，加强政治建设，强化政治担当，
加强能力建设，强化管理监督，建设忠诚干
净担当的派驻机构干部队伍。

中办印发《意见》：

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

� � � �德国总理默克尔29日表示， 将不再寻
求连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党主席，
未来也将不再竞选联邦总理。

分析人士认为，遭受接连政治失利后，
默克尔意欲逐步交接权力，平稳退出政坛，
“默克尔时代”终结的序幕已经拉开。

谋身退
据基民盟党内人士消息， 默克尔29日

早间在基民盟党内宣布将不寻求连任党主
席，并发表“感人演讲”，党员全体起立鼓掌
向她致敬。当天下午，基民盟召开新闻发布
会，正式对外宣布。

谈及不再参选原因，默克尔表示，执政联
盟本月在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议会选举中接
连受挫传递出明确信号，执政各党需要反思，
联邦政府形象需要重建。默克尔同时提及，她
在今年7、8月份议会夏休时就已下决心不再
参选，一直寻求体面交出党主席一职。

按照基民盟党内传统， 党主席与联邦
总理通常由同一人担任。 默克尔此前曾表
态坚持这一传统。舆论猜测，默克尔离任党
主席后也会辞去联邦总理职务。 不过默克
尔当天表示，她将完成本届总理任期。

当地媒体认为，默克尔保留总理职务，

是为保证权力交接的可控。 德国电视一台
的报道说，默克尔将“逐步撤离”，给予党内
接班人一些时间树立威信。

谁接班
默克尔自2000年4月至今任基民盟主

席，任职时间超过18年。一些熟悉基民盟党
内事务的人士告诉记者， 默克尔担任党主
席期间，政策立场强硬，被称作“铁娘子”。

基民盟定于12月上旬在汉堡召开党代
会，选举党主席。对于谁可能接任党主席职
务，继而成为未来的德国总理人选，默克尔
表示她没有偏好， 基民盟将选出合适的领
导者，她可以“和很多人合作”。

现阶段， 已有三人成为媒体预测的热门
接班人选。一是基民盟秘书长安内格雷特·卡
伦鲍尔。卡伦鲍尔曾担任萨尔州议员、州长，今
年2月出任基民盟秘书长。一些德媒认为，卡伦
鲍尔放弃有行政实权的州长职务， 甘于到柏
林打理党务，似乎愿意接受默克尔栽培。卡伦
鲍尔也因此被视作亲默克尔势力的代表。

二是卫生部部长延斯·施潘。施潘现年38
岁，有丰富从政经验，22岁就被选入联邦议会
担任议员。施潘经常反对默克尔的政策，在党
内有不少支持者。 三是弗雷德里希·默茨。默

茨2000年至2002年任基民盟与其姊妹党基
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在联邦议会的党团主
席，默克尔2002年罢免其职务由自己兼任，与
默茨“结下梁子”。默茨自此成为默克尔的反
对者，后退出政界，在多家企业任职。

搅政局
德媒认为，默克尔能否顺利完成任期、

实现过渡，不仅取决于基民盟党内因素，也
受执政联盟其他两党以及在野党左右。

执政联盟中基社盟、 社会民主党在巴
伐利亚州、 黑森州的议会选举中也惨遭失
利，两党内同样弥漫问责情绪。一些党员提
出，两党党首也应仿效基民盟“有所表示”。
如果两党领导层变动， 或将导致执政联盟
瓦解。

社民党主席安德烈娅·纳勒斯29日对当
地媒体说，社民党人事调整不是当务之急，应
先搞清楚基民盟主席由谁接任、 执行什么样
的政策， 社民党会据此决定是否留在执政联
盟中。

在野党中，自由民主党（自民党）主席
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当天发表声明，要求默
克尔同时辞去党主席和总理职务， 并提议
基民盟新领导层考虑基民盟/基社盟、 自民

党、绿党的执政组合，开启新的时代。左翼
党也发表声明， 要求提前举行联邦议会选
举，尽早改变现状。

分析人士指出， 默克尔开始告别权力
中心， 无疑为德国乃至欧洲政局增添了不
确定性。 她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基民盟党主
席当天，德国国债收益率上涨，欧元短暂下
跌。 （新华社柏林10月29日电）

� � � � 即将开幕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
展会。 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
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商业展，如此庞大的“参展
天团”背后，隐藏着一批“幕后功臣”。

长20米、宽10米、高8米，占地面积达
200平方米， 总重近200吨……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上“吨位”最大的展品是德国
企业瓦德里希科堡公司最新研发的机床设
备“金牛座”龙门铣。

“金牛座”到中国上演“亚洲首秀”，最先
感受到的是进口博览会速度。 德国当地时
间9月8日，“金牛座”被拆分成26件货物，装
进12个集装箱，从德国汉堡港装上“中远西
班牙” 轮出运；10月9日到达上海洋山港后
启动装卸，11日在进口博览会海关专用窗
口“绿色通道”完成报关，25分钟完成船舶
检验检疫手续，5分钟快捷报关。

本届进博会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招展
方之一、中国机床总公司总裁梁枫介绍，企
业在机床这一细分领域有多年的积累，通
过努力， 最终全球机床行业的八家龙头企
业将在进口博览会上推出十余台中国乃至
全球“首发”机床装备展品，其中就包括“金
牛座”。

梁枫所在的中国机床总公司并不仅仅
是招展商， 还担负着在进口博览会上的采

购重任。据介绍，企业已经组织了一支千人
规模的采购团， 预计企业拟集中签约合同
及合作意向约20项，签约金额远超预期。

在上海， 东浩兰生集团则身兼招展商、
采购商、搭建服务商和物流服务商“四重身
份”。日前，东浩兰生集团进口商品展销中心

开业试运营， 这是唯一一家落户在国家会
展中心内的“6天+365天”常年展示交易平
台。

东浩兰生集团董事长王强说， 作为上
海交易团四大采购商联盟的理事长单位之
一， 东浩兰生集团与上海交易团紧密合作，

在展销中心内设立了上海交易团常年展示
中心专区，为上海交易团各成员单位提供对
接进口博览会展商的渠道，积极助推上海交
易团的采购交易。

电商企业也是全力以赴。苏宁控股集团
党委书记王哲说：“将至少通过进口博览会
引进1000余种国内市场尚未销售的进口产
品和服务，今后三年将拿出100亿欧元用于
全球采购。”

同样身兼招展商和采购商身份的阿里
巴巴集团方面介绍，企业组织了包括天猫国
际直营、天猫超市、魅力惠、盒马、银泰、飞猪
等12个集团子公司和15个业务部门的合作
商家参团，合计报名采购商411家、报名采
购员800多人。

国内企业是“多面手”，不少外企的身份
也“不简单”。来自荷兰的飞利浦照明是本届
进口博览会的展商，也是上海外滩亮化工程
的“小帮手”。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及全球高级
副总裁王昀说，将在进博会上展示刚刚面世
的可见光通信技术LiFi，目前这一技术在国
外已经小范围开始应用，未来在医院、金融
等对安全要求高、WiFi不便覆盖的场所将
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联合利华集团则是进口博览会上少见的
“跨展区”展商。联合利华方面介绍，企业在服
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展区， 食品及农产品展
区均设置了展台，集团旗下近30个国际品牌、
400余种系列产品将远渡重洋来沪参展。

联合利华北亚区总裁龙嘉华说：“中国
消费者需要更多的产品和品牌，进口博览会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质的沟通平台。”

（新华社上海10月30日电）

3000多家全球企业齐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谁是幕后“大功臣”

� � � � 10月30日，来自德国的进博会最大展品“金牛座”龙门铣在展台上进行安装调试。
新华社发

“默克尔时代”开始落幕
德政局增添不确定性

� � � � 10月29日，在德国柏林，德国总理默克
尔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内发布会上讲话。

新华社发

世间再无“金大侠”
新华社香港10月30日电 以笔名“金庸”写

作多部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查良镛30日下午在
香港逝世，享年94岁。

查良镛生于1924年3月10日，浙江海宁人。
他20世纪40年代移居香港，50年代开始以笔名

“金庸”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包括《射
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
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

金庸与古龙、梁羽生合称为“中国武侠小说
三剑客”。其小说屡被翻拍为影视作品，享有“有
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的赞誉。他的部
分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文、法文、韩文、日文、越南
文及印尼文等在海外流传。

除了武侠小说的成就外， 查良镛还是知名
报人、社会活动家。他于1959年创办《明报》。他
曾从事翻译工作，还为报刊撰写了大量随笔、散
文、电影和戏剧评论。

查良镛一生获颁荣衔甚多， 包括国内外多
所知名高校的荣誉院士、 荣誉博士、 名誉教授
等；2000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最高荣誉大紫
荆勋章；2001年，国际天文学会将一颗由北京天
文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金庸”星。

查良镛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2005
年，他获剑桥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名衔。

2017年，香港文化博物馆开设常设展馆“金
庸馆”，通过早期流通的小说版本、手稿、文献、
照片等300多项展品，向公众展示金庸武侠小说
的创作历程及其对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