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军委印发新修订《补充规定》

重点强化政治纪律
和组织纪律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日前， 中央军委印发新修订的
《军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补充规定》。

补充规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围绕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
严治军，聚力备战打仗，突出问题导向，对军队党组织实
施党纪处分作出具体规范。

补充规定共30条，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
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在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共性规范的前提下，紧密结
合强军兴军实践，充分体现军队特点，紧紧围绕严明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党组织原则性战斗性，规范党员干
部履职用权、廉洁自律，严肃作战训练纪律、纠治和平积
弊等方面，坚持聚焦突出问题，开列负面清单，把严的标
准、严的措施贯穿监督执纪问责全过程，为推动从严管党
治军向纵深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责任编辑 谢卓芳 周倜 2019年6月25日 星期二
时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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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外交部24日举行
中外媒体吹风会。中方二十国集团（G20）事务
协调人、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财政部副部长
邹加怡，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
表王受文， 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介绍国家
主席习近平即将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
四次峰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张军表示，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将
于6月28日至29日在日本大阪举行。习近平主
席连续第七次出席或主持G20峰会， 充分体
现中方对G20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高度重
视。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峰会四个阶段全体会
议，参加关于世界经济和贸易、数字经济、包
容和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气候、能源、环境
等议题的讨论， 深入阐述对世界经济形势的
看法主张，致力于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找根源、
把准脉、开好方，把握好世界经济的大方向。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
晤、中俄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非领导人小
型会晤，就深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
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问

题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务实合作。习近平主席
还将同多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致力于深
化同有关国家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张军指出，G20是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
坛。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国际
经济秩序， 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明显上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长期
以来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应
对风险挑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挥了负责任
大国的建设性作用。当前形势下，东道国日本
和国际社会对习近平主席出席大阪峰会都抱
有热切期待。中方愿为G20大阪峰会取得积极
成果作出贡献。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坚定维护
多边主义，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牢牢把握G20的正确方
向，坚持伙伴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保持团结
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推动各方本着负责
任、建设性态度，合作应对事关世界经济增长
前景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重大问题， 谋求
共同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邹加怡表示，今年G20财金渠道合作总体平

稳，成果丰富。不仅聚焦短期经济形势和风险，更
广泛着眼应对全球中长期挑战。6月，峰会前最后
一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成功举行，为大阪
峰会做了充分的财金政策准备， 达成以下成果：
一是保持政策协调， 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G20成员重申将继续使用一切政策工具，通过加
强对话和行动增强信心， 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
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二是坚持发展导向，制定
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会议核准《G20高质
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这份成果文件立足发展、
支持发展，反映了中方一贯倡导的“共商共建共
享”、“互联互通”等重要理念，是对杭州峰会有关
共识的深化和延续，也为今后各方促进高质量基
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有用参考。三是推动改善全球
失衡，促进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会议通过了
《G20全球失衡综述》，就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全球
失衡结构、如何解决贸易失衡等一些重要问题形
成了较为客观的共识。不少国家对中国减少外部
失衡取得的重要进展及对改善全球失衡的巨大
贡献给予肯定。四是着眼中长期挑战，聚焦老龄
化和全民健康覆盖。 会议认为，G20各方应通过

包容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改革养老体系、提高
公共收支效率等措施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支持
代际平等，并确保公共财政可持续性。

王受文表示， 当前形势下， 国际社会期待
G20大阪峰会能够继续展现凝聚力和行动力，就
国际重要经贸议题进行坦诚、 深入和建设性对
话，为新形势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指引、开拓
新思路。6月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发表联合声
明，就构建良好贸易投资环境、推动世界贸易组
织改革、加强贸易与数字经济联动、促进可持续
和包容增长等形成积极共识，为深化G20经贸合
作注入了动力。 中方期待各方能以此为基础，推
动大阪峰会在以下领域凝聚更多共识： 第一，建
设性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必要改革。中方支持对世
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以增强其权威性和有
效性。我们期待峰会能进一步凝聚支持多边贸易
体制、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积极共识。第
二，构建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政策环境。中方愿
与各方一道，坚持开放的政策取向，为各国企业
和投资者构建自由、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见
和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第三，加强贸易投资务

实合作，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增长。我们期待峰会
积极探索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促进贸易投
资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让新技术、新知识造福
更多国家和人民。相信大阪峰会将达成积极务实
经贸成果， 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 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陈雨露重点介绍了以下几方面情况：第一，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中方期待G20各方能
延续此前共识，对外发出清晰、积极信号，坚持
多边主义，加强对话沟通，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综合使用财政、货币和结构改革等各
类政策工具，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全球
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第二，关于
国际金融架构。中方一贯支持一个强有力的、以
份额为基础的、资源充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期待大阪峰会继续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
球金融安全网中的中心地位， 将继续与各方开
展建设性对话，共同推动相关工作。第三，关于
金融部门议题。 中方希望峰会同意加强金融监
管合作，应对相关负面影响，在肯定新技术在金
融领域应用的积极意义、鼓励创新的同时，关注
相关风险， 将与各方共同推进反洗钱和反恐融
资国际合作。第四，关于绿色金融。发展绿色金
融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发展。 中方期待大阪峰会
继续肯定绿色金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意
义，将继续与各方加强合作，以绿色金融发展促
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五，关于普惠金融。
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
便利性，促进经济包容增长。中方愿继续与各方
分享经验，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

外交部就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四次峰会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下期奖池：439045789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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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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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谢琳

夏木繁盛，绿意盎然。元首外交再
启程。

6月27日至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
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
人第十四次峰会。

习近平主席将在G20大阪峰会上深
入阐述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主张，中
方将与各方一道，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合
作应对事关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全球经
济治理格局的重大问题，谋求共同发展，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当前风云激荡
的国际形势下，国际社会期待倾听“中国
声音”。

把脉开方
把握世界经济方向

世人瞩目下，G20峰会大幕即将拉
开。

这是习近平主席连续第七次出席或
主持G20峰会，充分体现中方对G20合作
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
将出席峰会四个阶段全体会议，参加关于
世界经济和贸易、数字经济、包容和可持
续发展、基础设施、气候、能源、环境等议
题的讨论。

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严重冲击
国际经济秩序，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
确定性明显上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主张立场备
受瞩目。此次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将
深入阐述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主张，致
力于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找根源、 把准脉、
开好方，把握好世界经济的大方向。

中国智慧、中国贡献，在G20峰会和

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清晰展现。
2013年， 习近平第一次出席G20峰

会， 呼吁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
济。 6年间， 习近平在G20峰会上多次阐
述重要主张： 发扬同舟共济、 合作共赢
的伙伴精神， 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 促进世界经济强劲、 可持续、 平衡、
包容增长。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
家皮埃尔·皮卡尔说， 习主席所倡导的可
持续发展理念着眼于人类长远发展，显示
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将有助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美好未来。

中国长期以来为促进世界经济增
长、 完善全球治理、 应对风险挑战作出
了重要贡献， 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建设
性作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说， 中国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中
流砥柱的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
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高达30%， 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稳定器
和动力源。因此，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
国声音”。

立己达人
推动完善全球治理

完善全球治理取得积极成果，是世界
对G20大阪峰会的重要期待。“中国方案”
将为全球议题带来重要解答。

G20大阪峰会上， 中方将与各方一
道，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维护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牢
牢把握G20的正确方向， 坚持伙伴精神，
加强政策协调，保持团结合作；共同应对

全球挑战，推动各方本着负责任、建设性
态度，合作应对事关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
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重大问题，谋求共同
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
下，中方期待各方推动在国际重要经贸议
题方面凝聚更多共识，即建设性推动世界
贸易组织必要改革，构建自由开放的贸易
投资政策环境， 加强贸易投资务实合作，
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等
方面，中方期待G20各方进一步完善宏观
经济政策协调，继续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的中心地位，同意
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继续肯定绿色金融对
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发展普惠金
融，促进经济包容增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近年来，中国不断就国际社会面临的
共同挑战提出重要主张， 激起世界积极
回响。登高望远，习近平主席指出，治理
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是
国际社会面临的四大挑战。为破解“四大
赤字”，中国提出要坚持公正合理、互谅
互让、同舟共济、互利共赢，携手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全球治理重要议题上承担了
大国责任。”摩洛哥前经济与财政大臣、经
济学家法萨拉·瓦拉卢如是说。

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维护世界和平
与发展，中国向来是积极行动派。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
夫罗夫斯基说，中国提供的
观点是建立在自身丰富经
验的基础之上，恰是当前人
类社会亟须的积极且长远
的发展观。

加强合作
携手各方实现共赢

G20大阪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出
席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俄印领
导人非正式会晤、 中非领导人小型会晤，
就深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落实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问
题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务实合作。

习近平还将同多国领导人举行双边
会见，致力于深化同有关国家合作，推动
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深化共识，推动合作，中国将继续携
手各方，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

中美元首不久前在通电话时表示，
双方愿意在G20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习近平指出，近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遇到
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益。中美合则两
利、斗则俱伤。双方应该按照我们达成的共
识，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基础上，推进以
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美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要共同发挥
引领作用， 推动G20大阪峰会达成积极成
果，为全球市场注入信心和活力。

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期待G20大阪
峰会能够继续展现凝聚力和行动力，为新
形势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指引、开拓新
思路。中方愿继续与各方分享经验，加强
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注入
动力。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把握世界经济方向 推动完善全球治理
———写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