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号三
研究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

会议提出，继续积极有效
利用外资，维护在华外资企业
合法权益。

王军说，前三季度，在经济
基本面稳中向好和扩大开放等
因素作用下，我国利用外资持
续向好。但也要看到，随着经
贸摩擦等不确定性增加，吸引
外资面临的压力也可能加大。

“会议明确释放有效利用外资
的信号，提出扩大改革开放的

措施，能更好稳定外企对华投
资的信心。”

出台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
单，降低汽车、药品、日用品等
进口关税，设立海南自贸试验
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即将召开……今年以来，一系
列开放政策相继落地，效应逐
步显现，前三季度我国吸引外
资稳步增长。

会议提出，要改进作风，狠

抓落实，使已出台的各项政策
措施尽快发挥作用，要抓好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活动和举
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当前关键是提高各项政
策的执行力和落实力。”张燕生
说，要继续深化改革，优化投
资、营商、法治、政策等环境，给
各类资本营造更加公平的发展
环境。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加强重大项目储备 根据重大战略部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纲要、重大建设规划以及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等，依托国
家重大建设项目库，储备一批重点领域补短板重大项目。

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和开工建设 加快规划选址、用地、用海、
环评、水土保持等方面前期工作，加大征地拆迁、市政配套、水电接
入、资金落实等推进力度。

保障在建项目顺利实施，避免形成“半拉子”工程 坚决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对确有必要、关系国计民生的在建项目，统筹
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合理融资需求。

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和项目管理 地方政府建立专项债
券项目安排协调机制，加强地方发展改革、财政部门间的沟通衔接，
确保专项债券发行收入重点用于在建项目和补短板重大项目。

加大对在建项目和补短板重大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 对已签订
借款合同的必要在建项目，金融机构可在依法合规和切实有效防范
风险的前提下继续保障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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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保障融资平台公司正常融资需求 金融机构要在采取必
要风险缓释措施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
理融资需求，不得盲目抽贷、压贷或停贷。

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尽快在交通、油气、电信等领域推
介一批投资回报机制明确、商业潜力大的项目，引导社会力量增
加学前教育、健康、养老等服务供给。

规范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鼓励地方依法合规
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
投入补短板重大项目。

深化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 依托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
管平台，对各类投资审批事项实行“一码运转、一口受理、一网通
办”，切实压减审批时间。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 严禁违法违规
融资担保行为，严禁以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
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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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提出了10项配套政策措施新华社北京 10 月 31 日
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
板力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指出，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聚焦关键领
域和薄弱环节，保持基础设
施领域补短板力度，进一步
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提升基础设施供给质量，更
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优化供给
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保持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

《指导意见》明确，要聚焦
脱贫攻坚、铁路、公路水运、机
场、水利、能源、农业农村、生态
环保、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短
板，加快推进已纳入规划的重
大项目。

国办印发《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

10项配套措施聚焦重点领域短板 加快推进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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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朱基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0月31日公布了十九届
中央第一轮巡视的山东和国家统计局的整改进展
情况。至此，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的30个地方
和单位整改进展情况全部公布。

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
整改进展情况全部公布

中国将接任
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31 日电 （记者马卓
言）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0月31日表示，中国将
从11月 1日起正式接任联合国安理会11月份
轮值主席，作为轮值主席，中方将推动安理会根
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积极推进地区热
点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发挥重要作用。

陆慷说，联合国安理会是二战后确立的集体
安全机制的核心，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平台。

“当前，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面临复杂挑战。作
为11月安理会轮值主席，中方将推动安理会根
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秉持客观公正，保
持团结合作，采取有效行动，积极推进地区热点
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
重要作用。”

外交部：

敦促美方停止与台湾
进行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马卓言）针
对台湾当局所谓“副防长”赴美国参加“美台国防
工业会议”一事，外交部发言人陆慷31日表示，中
方敦促美方停止与台湾方面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
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售台武器。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台
当局所谓“副防长”10月下旬赴美国马里兰州参
加年度“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美国国防部官员参
加会议并发言。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台湾方面开展
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这一立场是一
贯的、明确的。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与台湾方面进行任何
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售台武器。希
望美方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
台海和平稳定。”他说。

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当前经济运行五大信号
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面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如何确保经济平稳运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10月31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释放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五大信号。

“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会议在肯定
今年以来经济发展成绩的同时，强调当前
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
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
险隐患有所暴露。对此要高度重视，增强
预见性，及时采取对策。

“这是关键时期召开的关键性会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说，会
议继续强调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直接提出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等现实
问题，问题导向鲜明，政策更有针对性、更
加务实。

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与
此同时，历史上积累的各种风险和问题
正不可避免地水落石出。面对经济运行
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会议强调，要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
大改革开放力度，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
性地加以解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
燕生说，当前关键是抓住经济运行面临的
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解
决，顺利推进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转变。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是长期和
短期、内部和外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外部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一些
政策效应有待进一步释放。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资本市场
运行、利用外资，这些问题是当前经济运行
面临的突出问题，亟待提出系统性方案，从
根本上予以解决，这也是稳预期的重要举
措。”王军说。

发展环境越是复杂，越要保持沉着。
会议提出，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
的货币政策，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
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有效应对外
部经济环境变化，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部部长刘昆
说，要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
性，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
作用。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易纲则表示，要前瞻性地做好相关
政策储备，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市
场的健康平稳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金
融环境。

“中央在政策工具上还有相当的空间，
能够支持中国经济在较为动荡的全球经济
环境中保持稳定增长。四季度财政和货币
政策总体基调不会变，在执行层面会更加
注重政策协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
教授颜色说。

下半年以来，一系列围绕“六稳”的
政策措施接连出台。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毛盛勇说，要加大“六稳”政策的落
实力度，努力用国内的确定性来有效对
冲外部不确定性的影响，保持经济平稳
运行的发展态势。

发展环境越是复杂，越要保持定力。
会议强调，要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
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颜色认为，根本上还是要深化改革和
扩大开放。在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深化财
税、金融、国有企业等领域改革；在开放方
面，要进一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促成外资
重大项目的落地。

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要守好民生底线。
会议指出，做好冬季各项民生保障工作，特
别要保障好群众温暖过冬，保障农民工工资
及时足额发放，抓好安全生产，加强自然灾
害防治，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强调，要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促进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研究解决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中遇
到的困难。

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
持续快于全部投资，民营经济
活力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
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发展面临一些

困难。
“政策稳，企业才能预期

稳、信心足。”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马骏建
议，一方面要进一步减税降费
为企业减负；另一方面，要加大
政策统筹协调力度，提高政策
稳定性和透明度。

中央各项扶持政策，关键
是落到实处让企业切身有感。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
玮说，下一步要突出问题导向，
切实为民营企业解忧纾困。下
大力气破除民间资本进入重点
领域的隐性障碍，取消各类阻
碍民间投资的不合理附加条
件。鼓励地方通过建立民营企
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开展“银
税互动”等多种方式，加大对民
营企业融资支持力度。

会议强调，围绕资本市场
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激发市场
活力，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
发展。

专家认为，这凸显了资本
市场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的
不可替代的角色，下一步要着
力在优化资源配置、发现市场
价值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今年以来，受多重因素影
响，我国资本市场出现波动。

“大力发展和改革资本市场是

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开放，推动
金融体系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
突破口和关节点。”厦门大学经
济学院副教授韩乾说，我国资
本市场经过近30年发展，已逐
步成为金融体系运行和服务实
体经济的重要环节，但在基础
机制、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进
一步完善。

他指出，要通过逐步完善
资本市场进出机制、风险管
控机制等基础制度，更好地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
资源。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
锋认为，应该通过短期和长期
措施为市场注入更多的信心。
一方面，从短期看需要帮助一
批真正优质的上市企业渡过难
关，恢复市场对上市公司盈利
能力与资产负债状况的信心；
另一方面，尽快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重塑经济金融可持续发
展的内生动力。

信号四
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 激发市场活力

信号五
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 维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

信号一
抓住经济运行主要矛盾 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信号二
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 推动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评论员

经济稳，人心稳、大局稳。
“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继续保持在合理区
间。”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
经济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今年以
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
对下一步经济工作作出重要部署、
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坚定信心、锐
意进取，科学把握经济发展大势、推
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这是前
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的特点。今年
以来，面对异常复杂严峻的国际形
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
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断深化改
革开放，积极应对困难挑战，前三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7%，经
济在高基数的基础上增速继续位于
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从经济增
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企业利
润、财政收入、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
标看，我国经济运行都处于合理区
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给予了高度评
价。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新旧动
能的加快转换，经济结构的持续优
化，以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实施促
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措
施，提振了市场信心，更增强了中国
经济发展的底气。

在看到“稳”、把握“进”的同时，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变”、抓住

“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
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
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
隐患有所暴露。对此，一方面要看
到，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是长期和短
期、内部和外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外部环境
也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政策效应有
待进一步释放。另一方面，必须高
度重视经济运行存在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增强预见性，及时采取对策，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抓住
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
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
过内因而起作用。解决我国经济运

行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关键在
于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外部压
力转化为推进改革开放的动力。各
地区各部门要坚定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按照这次会议的要求，坚定不
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好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做好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
投资、稳预期工作，有效应对外部经
济环境变化，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确定
性，有效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我们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能力。

众人拾柴火焰高。解决我国经
济运行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必
须坚定不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回
望 40 年改革开放的壮阔历程，正是
由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才极大地激发了
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让中国经济发
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各地区各
部门要坚定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按照这次会议的要求，研究解决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
难；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加强制度建
设，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场长
期健康发展；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
资，维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
也是干出来的。”最强的力量就是说
到做到，最好的落实就是一抓到
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积极应对
稳中有变的新问题新挑战，让已经
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尽快发挥作
用，我们一定能引领我国经济航船
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坚持稳中求进 狠抓改革落实

南沙群岛永暑礁、渚碧礁、美济礁
海洋观测中心正式启用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刘诗平 王
立彬）自然资源部南沙群岛永暑礁、渚碧礁、美济
礁海洋观测中心31日正式启用。

为加强南海资源生态保护、有效提供海上
公共服务，自然资源部积极履行自然资源资产
所有者职责，完成了南沙群岛永暑礁、渚碧礁、
美济礁三个海洋观测中心的建设任务，正式启
动运行。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南沙群岛永暑礁、
渚碧礁、美济礁海洋观测中心将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海洋预报和灾害警报。每天在海洋预报
网（nh。hyyb。org）发布72小时海洋预报和海
洋灾害警报，并同步发送至过往船只、涉海企事业
单位和有关部门。

——海啸监测预警。海啸监测数据将定期提
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中
心，为沿海地区快速应对争取时间。

——海岛及周边海域生态系统监测。通过人
工、遥感、在线等手段，对南海岛礁及周边海域典
型生态系统实施常态化监测，定期评估健康状况，
及时发现异常情况，为实施有针对性的保护与管
理提供支撑。

南沙群岛永暑礁、渚碧礁、美济礁海洋观测中
心的启用，进一步健全了全球海洋观（监）测体系，
提高了南海海上公共服务能力，丰富了南海地区
自然资源保护与管理的基础手段。

南沙大气环境综合监测站全面建成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高敬）生态

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31日说，南沙大气环境
综合监测站全面建成。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刘友宾表示，为全面反映南海地区空气质量
状况，提升南海地区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和水平，
服务南海地区国家和民众，通过几年的努力，南
沙大气环境综合监测站已全面建成，具备
PM2.5、PM10、SO2、NO2、CO 和 O3 等 6 项常
规指标，CO2和CH4等 2项温室气体指标，颗
粒物组分（黑炭）以及气象五参数和能见度，共
15项指标监测能力，初步形成南海地区空气质
量监测与气候变化观测相结合的综合监测体
系，标志着南海地区大气环境综合监测迈出坚
实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