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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克强主持召
开国务院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精神，部署进
一步做好政府各项工作，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
为党的十九大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作了重要讲
话。国务院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学
习贯彻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统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认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以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

会议强调，各级政府要更加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最大国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紧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干”字当头、锐意进取，以更加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扎实做好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持续推进政
府职能转变，着力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促进新旧动能加快接续转
换；着力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有效防
控风险；着力改善民生，增强群众获
得感。以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稳中向
好态势不断巩固和扩大，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中

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16日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七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张德江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党领导人民探索建立的新型政治制
度，是体现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
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按照全会提
出的“确保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
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要求，坚
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牢把握人大
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推动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与时俱进。

会议强调，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始终牢记“五个必须”，坚

决防止“七个有之”，以实际行动诠释
对党绝对忠诚。要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自觉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践行“三严三实”要
求，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
力、抵腐定力，持之以恒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打造忠诚干净担
当的人大干部队伍。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中
共全国政协党组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七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俞正声
强调，党组成员要带头学习、深刻领
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公报精神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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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组成员一致认为，人民政协作
为一个政治组织，要深刻认识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格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及风清气正的良好
政治生态的极端重要性。政协委员
中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对党忠诚，
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
道德定力、抵腐定力，自觉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

大家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
项基本政治制度。要坚持和完善这
一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巩
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
大限度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智慧和力
量凝聚起来，最大限度把全社会全民
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出
来，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奋斗。

中共国务院党组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精神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经李
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
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决定自2017年起开
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通知》指出，土地调查是查实查
清土地资源的重要手段。开展第三次
全国土地调查，目的是全面查清当前
全国土地利用状况，掌握真实准确的
土地基础数据，健全土地调查、监测和

统计制度，强化土地资源信息社会化
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资源
管理工作需要。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
调查，对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
要意义。

《通知》明确，第三次全国土地调
查的对象是我国陆地国土。调查的主

要内容是：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
包括地类、位置、面积、分布等状况；土
地权属及变化情况，包括土地的所有
权和使用权状况；土地条件，包括土地
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状况。
进行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调查
时，应当重点调查永久基本农田现状
及变化情况，包括永久基本农田的数
量、分布和保护状况。

《通知》强调，调查以形成2019年

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的全国土地利
用现状数据为目标。具体安排是：
2017 年第四季度开展准备工作；
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组织开展
实地调查和数据库建设；2019年下半
年，完成调查成果整理、数据更新、成
果汇交，汇总形成调查基本数据；
2020年，汇总调查数据，完成调查工
作验收、成果发布等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
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
与”的原则组织实施第三次全国土
地调查。为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
决定成立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
小组，负责领导和协调解决调查工
作中的重大问题。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要成立相应的调查领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负责本地区调查工作的组
织和实施。

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

全面查清当前全国土地利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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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研制的首批美国波士顿橙线地铁车在长春下线。

当日，随着一声响亮汽笛，中车长春轨道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首批美国波士顿橙线地
铁车下线，预计将在12月份运抵美国，成为首次
登陆美国市场的国产轨道交通装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杨燕怡（女）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欧盟使团团长、特命全

权大使职务；
任命张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 欧 盟 使 团 团 长 、特 命 全 权 大

使。
二、免去肖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科摩罗联盟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何彦军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科摩罗联盟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新华社新加坡10月16日电（记者
王丽丽）美国探索频道的三集电视纪录
片“China：Time of Xi”（《中国：习
近平时代》）16日晚完成首播，这是国际
主流媒体首次播出全面、系统解读习近
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节目。

该片于10月14日起一连三天在

探索频道亚太电视网首播，覆盖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泰国、
马来西亚等37个国家和地区的逾2
亿收视户。

《中国：习近平时代》分三集。第
一集“人民情怀”，讲述中国精准扶贫、
医改、教育、高铁建设等民生领域的故

事，集中阐释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
中心”的执政理念。第二集“大国治
理”，讲述供给侧改革、科技创新、环境
治理等领域的案例，集中阐释中国的新
发展理念和成功实践。第三集“合作共
赢”，讲述“一带一路”倡议、蒙内铁路、
中欧班列等故事，解读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示中国
和平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机遇。

节目组采访了多位国际知名专家
学者，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美
国学者罗伯特·库恩、英国学者马丁·
雅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郑永年、赞比亚经济学家丹比萨·莫

约等，深入解读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
理念和对世界的启示。

该片由探索频道出品，英国子午线
制作公司承制，探索亚太电视网副总裁
魏克然和英国资深电视制作人丽兹·麦
克劳德担任监制，创作团队主要成员来
自美国、英国、新加坡、中国等国。

美国探索频道播放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

10月16日，袁隆平院士在湖南长沙县金井
镇的“巨型稻”试验田边接受记者采访。

水稻长得比人高、亩产可达800千克以上--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10月16日正
式发布一种水稻新种质，株高可达2.2米，具有高
产、抗倒伏、抗病虫害、耐淹涝等特点，被认为开启
了水稻研制的一扇新门。 新华社记者 李尕 摄

“巨型稻”2.2米高

中科院推出高产水稻新种质

“中国制造”波士顿地铁下线

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将首次出口美国

这是10月16日在辽宁大连拍摄的中国首艘
出口超深水海工作业船——“马士基安装者”。

10月16日，中国首艘出口超深水海工作业
船——“马士基安装者”在大连交付。这艘船由中
国远洋海运集团旗下大连中远船务为世界航运巨
头丹麦马士基建造，作业深度达3000米。

新华社记者 白涌泉 摄

中国首艘出口超深水海工作业船交付

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折射经济3个“更加”

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支数据16
日出炉。研究数据不难发现，我国正
呈现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发展更加协
调、民生保障更加牢靠的良好态势。

经济结构更加优化

财政部国库司负责人娄洪在当天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1月至9月，
第二产业税收和第三产业税收增加额占
税收增收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8.3％和
51.6％，与2016年第二产业净减收、第
三产业“一枝独秀”相比，改观明显。

前三季度，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以及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税收分别
增长26.7％、19.9％、14.6％、23.1％。

前三季度，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互联
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税收分别增长19.8％、56.1％、36.3％。

娄洪还表示，前三季度税收收入
占财政收入比重达到84.3％，比去年
同期和去年全年分别提高1.2个和2.6
个百分点。

发展更加协调

财政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
财 政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9.7％ ，达 到
134129亿元。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63372亿元，同比增长9.4％；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70757亿
元，同比增长10％。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13101亿元，
同比增长12.1％；非税收入21028亿
元，同比下降1.6％。

娄洪表示，1月至9月累计，中央
收入增长9.4％，其中税收收入增长
11.6％，地方收入增长10％，其中税

收收入增长12.7％，“中央和地方收入
增长的协调性明显增强”。

地方收入分区域看，东、中、西部
地 区 分 别 增 长 8.8％ 、12.2％ 和
10.7％，与前两年“东高西低”的格局
有较大变化。

民生保障更加牢靠

保障民生，向来是财政支出的应
有之义。财政部数据显示，前9个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1873 亿
元，同比增长11.4％。其中，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1097亿元，同比
增长8.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0776亿元，同比增长11.9％。

从主要支出项目情况看：教育支
出22312亿元，增长13.3％；科学技术
支出4660亿元，增长17％，其中技术
研究与开发支出增长31.5％；文化体
育 与 传 媒 支 出 2081 亿 元 ，增 长
10.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946
亿元，增长2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
育支出11834亿元，增长14.6％。

值得注意的是，用于扶贫方面的
支出增长了52％。中国社科院农村
所研究员吴国宝对此解读，在国家财
政收入以个位数速度增长的情况下，
我国政府继续保持对扶贫开发投入的
超高增长，充分表明中央和地方政府
高度重视，并以实际行动积极推进我
国脱贫攻坚的进程。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据新华社南京10月16日电（记者王珏玢、蒋
芳）中科院南极天文中心16日22时通报，我国南
极巡天望远镜AST3－2于今年8月追踪到一次
重要引力波事件GW170817的光学对应信号。
此次引力波事件，让人类首次观测到双中子星合
并产生的引力波及伴随其产生的电磁现象。

GW170817是科学界首次发现的由两颗中
子星合并所产生的引力波。它发生在星系
NGC4993，距地球约1.3亿光年。8月17日，美国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观测到其信号，全
球数十个地面及空间望远镜开展后续观测。

AST3－2是南极现有最大的光学望远镜，主
要进行超新星巡天、系外行星搜寻、引力波光学对
应体探测等天文研究。

我国南极望远镜探测到
引力波对应光学信号

这是两个合并中的中子星的效果图（由美国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提供）。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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