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记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
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随着人口老龄
化进程加快， 在推动养老保险制度可
持续发展方面有哪些措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同志：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保
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各地
区各部门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我国社会
保障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覆盖城乡居
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保障工作仍然面
临许多矛盾和困难。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关于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要求，
多措并举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一是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扩大覆盖范围，
增加基金收入。二是实施基金中央调剂制
度，在加快推进省级统筹基础上推进全国
统筹， 合理均衡地区间养老保险基金负
担。三是推动基金市场化、多元化、专业化
投资，实现基金保值增值。四是划转部分
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提升基金抗风险
能力。 五是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满
足不同群体的养老保障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 � � � 1月13日，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铺轨工作完成。京
张高铁全长174公里， 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
障线。图为当日，中铁三局的工人在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
桥进行铺轨作业（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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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作为体坛每年的“开胃大
餐”，澳网一直备受关注，正值炎
炎夏日的墨尔本公园已沉浸在浓
厚的网球氛围中。

今年，共有6位中国金花将逐
一登场。 目前中国女网选手中排
名最靠前的王蔷以赛会21号种子
身份进入女单正赛， 这也是其职
业生涯首次作为种子选手参加大
满贯；郑赛赛、彭帅、张帅首轮就
将遭遇强敌；朱琳、王雅繁近来状
态不错，信心提升不少，有望实现
自我突破。

澳网一直是中国“金花”的福
地， 但继李娜夺冠之后， 再没有
“金花”能够进入四强。去年，表现
亮眼的王蔷拿到职业生涯中的首
个女子网球协会（WTA）冠军。新
赛季开始， 王蔷对冬训成果比较
满意， 她的首轮对手是法国小将

费罗，晋级难度不大。王蔷在大满
贯的最佳战绩是在去年法网第三
轮，如果这次澳网能够实现突破，
将有机会在第四轮挑战新科美网
冠军大坂直美。

不久前，彭帅刚刚过完了33岁
的生日， 作为一名伤病缠身的老
将，湘潭妹子从未放弃。2018年11
月禁赛复出后，彭帅接连参加了休
斯敦、澳网外卡赛和迪拜3站比赛，
豪取14连胜。但来到墨尔本的她签
运不佳，首轮将对阵加拿大选手布
沙尔， 次轮则很可能与小威碰面。
双打方面，彭帅与杨钊煊的全新组
合首轮遭遇阿扎伦卡/巴蒂这对
“种子炸弹”，晋级前景难以预测。

首个比赛日，90后小将王雅
繁将在三号球场第三场率先登
场， 对手是澳大利亚本土外卡选
手佩雷兹， 当前世界排名175位。
若能顺利晋级， 王雅繁将创造个
人澳网最佳成绩。

� � � � 1月14日，2019年首场网坛大戏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拉开战
幕。中国金花王蔷首次作为种子选手参加大满贯赛事，湘妹子彭帅
签运不佳将迎恶战———

中国金花开启墨尔本之夏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 � � �受多重外部因素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9日来连续
三日大幅上涨。业内专家认为，最近几个月以来人民币面临
的贬值压力有所缓解，后市预计将呈现双向波动特征。

数据显示，1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7909，比
8日6.8402的中间价累计上涨0.72%。

美国汇盛金融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陈凯丰表示，美
联储加息节奏或慢于预期、 美元整体贬值以及市场对美国
经济增长心存忧虑等因素导致近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近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多个场合表示对加息保持耐
心，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鸽派”态度的预期，带动美元指数
整体走弱。数据显示，美元指数已由1月2日最高的96.9580
下跌至11日汇市尾盘的95.6708，累计下跌1.33%。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政府刺激措施效果减退，货币、财
政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以及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显现，经济
学家普遍认为，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 而美国
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持续，也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
的担忧。陈凯丰还表示，全球风险资产和各国股市整体在上
涨，债券收益率在下跌，人民币作为新兴市场货币伴随风险
资产上涨而有所升值是可以理解的。

展望后市人民币汇率走势，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金融市
场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
结构性调整，同时伴随各类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短期内人民
币汇率可能呈现双向波动态势。2019年人民币汇率走势或
将主要受中美经贸磋商进展、 中国经济基本面和美欧等主
要经济体情况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 市场将在人民币汇率
决定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陈凯丰认为，去年人民币贬值压
力较大， 从现在的强劲反弹看，2019年人民币贬值压力会
告一段落。

（据新华社纽约1月12日电）

人民币贬值压力缓解
后市或将双向波动

财经观察

勇于直面问题 不断自我革命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

� � � � 最非凡的成功，不是超越别人，而是
战胜自己； 最可贵的坚持， 不是久经磨
难，而是永葆初心。

“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 确保全党步调一致、 行动统
一；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
严， 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中流砥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
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持改革创
新、艰苦奋斗作风，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
前列；必须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确保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在十
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
记用“五个必须”，深刻总结改革开放40

年来坚持党的领导、 从严管党治党的宝
贵经验。这一科学总结，将我们党对全面
从严治党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全新高
度， 为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 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提供了重要遵循。

“打铁必须自身硬”。 如何做到 “自身
硬”？关键是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自
我革命精神锻造和锤炼自己。回顾改革开放
40年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进行社
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
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
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刀刃向内的勇气
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

求落实落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40年管党治党的经
验深刻昭示我们： 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
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
问题作坚决斗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
格， 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对我们党来
说，“五个必须”既是进行自我革命的成果，
也是不断自我革命的起点。 坚持 “五个必
须”，关键是在实践中实现“四个自我”。自
我净化，就是要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
毒瘤；自我完善，就是要修复肌体、健全机
制、丰富功能；自我革新，就是要与时俱进、
自我超越；自我提高，就是要有新本领、有
新境界。这“四个自我”，形成了依靠党自身

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
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 事实证
明，只要我们始终不忘党的性质宗旨，勇于
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 以刮骨疗毒的决心
和意志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的因素， 就能够形成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
现“四个自我”的有效途径。

我们党因革命而生，勇于自我革命是熔
铸在中国共产党人血脉里的政治基因，是我
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制胜法宝。坚持
“五个必须”，实现“四个自我”，我们就能在革
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以党的
自我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
革命，不断为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载1月14日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

黎巴嫩 0比2 沙特阿拉伯
朝鲜 0比6 卡塔尔
阿曼 0比1 日本
（沙特、卡塔尔、日本均提前一轮
小组出线）

多措并举稳定就业局势
� � � � 1月10日下午，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负责同志就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接受了
人民日报记者李心萍、新华社记
者叶昊鸣、经济日报记者韩秉志
的联合采访。

我国就业局势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 � � � 记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就业
摆在“六稳”工作的第一位，凸显了做好
就业工作的重要意义。 请问如何看待当
前就业形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同志：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刚刚
过去的2018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就业工作的决策部
署，扎实工作、努力奋进，就业工作取得积极
进展，就业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就业局势保
持总体稳定。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新增就业情况较好。2018年城镇
新增就业达到1361万人，同比增加10万人，
已连续六年超过1300万人。 二是失业率保
持在低位。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降
至近年来的低位。三是岗位供给总体大于求
职人数。 根据100个城市的统计数据，2018
年求人倍率（招聘岗位数与求职人数的比
值）始终保持在1以上，四季度为1.27，表明1
个求职者对应着1.27个就业岗位，岗位数量
供大于求。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我国就业局
势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不仅有力支撑了经
济发展基本面，也对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绩来之不易。

� � � � 记者：2019年在稳就业方面有哪些
重点举措？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同志： 2019
年，我国的就业总量压力不减，需要在城镇就
业的新成长劳动力仍然保持在1500万人以
上。 各级人社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突出一条主线，着力在四个方
面下功夫，全力确保就业局势稳定。

突出一条主线， 就是突出实施就业优
先政策这一主线， 采取更加积极的就
业措施， 推动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
业的良性循环。

重点在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为企
业减负担增活力上下功夫。我们将加快研究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实施方案。加大失业保

险费返还的力度和幅度，对不裁员或少裁员
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
保险费的50%。 提高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将
个人申请额度从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小
微企业申请额度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
元。 二是在突出重点群体精准施策上下功
夫。 在做好面上就业工作的同时， 突出重
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
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 三是在强化培训
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上下功夫。 开展大规
模职业技能培训， 对培训合格的失业人员
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放宽企业职工申领技
能补贴的条件。 四是在保障权益兜牢底线
上下功夫。加大对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及
时兑现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

稳就业：一条主线、四个方面

多措并举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新华简讯

� � � �记者从陕西省神木市政府获悉，12
日下午发生的陕西省神木市百吉矿业李
家沟煤矿“1·12”重大事故中，被困井下的
最后2名工人已于13日6时50分找到，2人
均已确认遇难。12日16时30分许，陕西省
神木市百吉矿业李家沟煤矿井下发生事
故，经核查，当班入井矿工共87人，事故发
生后66人安全升井，21人被困，13日确认
21名工人均已全部遇难。

陕西百吉矿业“1·12”重大事故

被困21名工人均已遇难

� � � �记者13日从天津市有关部门获悉，束
昱辉被撤销天津市工商联执委、 常委、市
商会副会长等职务。 束昱辉因存在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重大犯罪嫌疑，已于2019年1
月7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束昱辉被撤销
天津市工商联执委等职务

1月13日亚洲杯赛报：

� � � � 1月13日， 在山东青岛举行的
2019年CBA全明星周末扣篮大赛决
赛中， 广东工业大学队球员张健豪获
得冠军。 新华社发

� � � �记者13日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
分中心获悉，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近日发
现16个扣费类的恶意程序变种， 这些恶意
程序在用户未知情的情况下， 私自给指定
SP号码发送订购短信，消耗用户手机话费。
这16个恶意程序变种名称包括《禁播视频》
《魅影视频》《无码神播》《风情影音》《草溜影
吧》《嗨影播播》《午夜直播》《含情播吧》《岛
国影视》《avi视频》等。 （均据新华社电）

16个扣费类
恶意程序变种被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