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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19日电 中
国人民银行 19 日表示，近期央行
已根据市场流动性状况通过短期
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向市场适
度注入流动性。

央行通过其官方微博表示，历
年年末市场流动性状况受财政收
支情况等因素影响较大。近期，已
根据市场流动性状况通过 SLO 向
市场适度注入流动性。央行表示，
如必要将据财政支出进度情况，继
续向符合条件金融机构通过 SLO
提供流动性支持。未来，将视流动
性余缺情况灵活运用 SLO 调节市
场流动性。

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
要补充，SLO 是人民银行在银行体

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相机
使用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央行
会根据货币调控需要，综合考虑银
行体系流动性供求状况、货币市场
利率水平等多种因素，灵活决定该
工具的操作时机、操作规模及期限
品种。

近期以来，受上缴准备金、季
末冲时点等因素影响，我国银行间
市场流动性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
状况，货币市场各期限利率水平普
遍攀升。其中 Shibor（上海银行间
同业拆放利率）7 天期利率从 17 日
的 4.45 附近位置攀升至 6.40 位置，
1 月期 Shibor 利率 19 日更是突破
7.1 关位。一时间市场人士担忧年
末“钱荒”再度来袭。

央行向市场适度注入流动性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电
记者从中央纪委监察部获悉，为狠
刹元旦春节期间的不正之风，接受
广大群众监督，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开设了“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
购买赠送年货节礼”专题，并设置

“举报窗口”接受相关举报。
11 月 21 日 ，中 央 纪 委 下 发

《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
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
知》，严禁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
体、国有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用
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

卉、食品等年货节礼；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强化执纪监督，对违纪
行为快查快办，严格责任追究，及
时通报曝光。

据了解，专题页面设置了举报
窗口，欢迎广大群众对违反通知要
求的行为进行如实举报，纪检监察
机关将及时受理、严肃查处。

今年中秋国庆前夕，中央纪委
监察部网站设立了举报专题网页，
共收到相关举报 917 件，有关地区
和部门进行了严肃查处，部分典型
问题已被通报。

中纪委网站开设“举报窗口”
严查公款购赠年货节礼

新华社长沙 12 月 19 日电
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经过数千铁
路建设者近 1 个月的昼夜工作，近
日杭州至长沙高铁引入长沙南站
施工圆满完成，标志着我国纵向最
长的京广高铁和横向最长的沪昆
高铁在长沙南站成功对接。

杭州至长沙高铁是沪昆高铁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沟通我国华
东至中南地区的一条大能力客运
通道。沪昆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
期铁路网规划》中“四纵四横”的快
速客运通道之一，途经上海、杭州、
南昌、长沙、贵阳、昆明等 6 座省会
城市及直辖市，线路全长 2245 公
里，长度仅次于中国运营里程最长
的京广（未来通香港）高铁，是中国

东西向线路里程最长、经过省份最
多的高铁。

广铁集团介绍，长沙南站引
入施工是铁路部门首次在运营时
速 300km 高铁的大型站场改造施
工。经过反复研究，广铁集团采
取变更车底入库时间、改变动车
组接车股道等运输调整方式，充
分保证长沙南站站场改造的施工
时间，尽可能减少施工对运输的
干扰，确保了各项施工任务安全
顺利完成。

杭州至长沙高铁成功接入长
沙南站，也为杭长客专按期开通奠
定了基础，对加快推进沿线城镇化
进程，加快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有
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国横纵最长高铁成功对接

沪昆京广长沙“相会”

新华社广州12月 19日电 广
东省卫生计生委 12 月 19 日通报，
深圳市确诊 1 例人感染 H7N9 禽流
感病例。

据通报，患者欧某，男，38 岁，
广东高州人，家住深圳市龙岗区南
岭村，目前患者病情危重。

12月 9日，患者因出现发热、咳
嗽症状，自行前往南岭村一诊所就
诊。12月 12日，患者前往南湾人民
医院急诊科就诊。12 月 12 日和 16

日，经采集咽拭子检测，两次样本均
呈A型流感病毒核酸阴性。12月17
日，深圳市疾控中心对患者肺泡吸
取液进行检测，样本呈H7N9禽流感
病毒核酸阳性。12月 18日，经广东
省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一致，当天
患者被收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截 至 19 日 ，广 东 省 人 感 染
H7N9 禽流感确诊病例 6 例，其中
深圳 1 例，惠州 1 例，东莞 2 例，阳
江 2 例。

深圳再现1例H7N9病例
广东共确诊 6 例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
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执行。

为发挥广大党员、干部带头示
范作用，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意
见》要求：

一、深刻认识推动殡葬改革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充分认识党员、干部带头推动
殡葬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
步统一思想，完善政策措施，逐步

形成党员和干部带头、广大群众参
与、全社会共同推动的殡葬改革良
好局面。

二、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
作用，积极推动殡葬改革。（一）带
头文明节俭办丧事，树立时代风
尚。党员、干部应当带头文明治
丧，简办丧事。除国家另有规定
外，党员、干部去世后一般不成立
治丧机构，不召开追悼会。举行遗
体送别仪式的，要严格控制规模，
力求节约简朴。严禁党员、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在丧事活动中大操
大办、铺张浪费，严禁借机收敛钱

财。（二）带头火葬和生态安葬，保
护生态环境。无论是在火葬区还
是在土葬改革区，党员、干部都应
当带头实行生态安葬，采取骨灰存
放、树葬、花葬、草坪葬等节地葬
法，积极参与骨灰撒散、海葬或者
深埋、不留坟头。鼓励党员、干部
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三）带头
文 明 低 碳 祭 扫 ，传 承 先 进 文 化 。

（四）带头宣传倡导殡葬改革，弘扬
新风正气。

三、大力营造有利于殡葬改革
的良好环境。（一）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把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
作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和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
生、加强党风政风建设的重要内
容，摆上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作、社会参
与的工作机制。（二）注重统筹规
划，提高保障水平。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立足实际，制定和完善殡葬事
业发展规划，明确殡葬改革目标任
务和方法步骤，并纳入当地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三）完善法规
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加快修订

《殡葬管理条例》，健全基本殡葬服

务保障、殡葬服务市场监管、丧事
活动管理执法等方面制度。（四）加
大宣传力度，做好舆论引导。充分
利用各种媒体和传播手段，深入宣
传殡葬法规政策，普及科学知识，
倡导文明节俭、生态环保、移风易
俗的殡葬新风尚。大力宣传党员、
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先进典
型，传播正能量。充分发挥媒体监
督作用，曝光负面案例，努力营造
有利于殡葬改革的良好氛围。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本
意见精神，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
的具体措施。

中央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要求

党员干部去世一般不开追悼会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 12 月 19 日在国新办
举行的发布会上说，不需要国有资本控制可以
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可采取国有参股
形式或可以全部退出。同时，国资委将通过多
种方式推进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实
现股权多元化。

国资委数据显示，目前，中央企业及其子
企业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已占
到总企业户数的 52％。截至 2012 年底，中央
企业及其子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共 378 家，上
市公司中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超过 53％。

黄淑和说，国资委将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作为改革的“重头戏”来抓。将通过加快推
进国有企业特别是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
制改革，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

改革思路包括：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国
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
司，可以采用国有独资形式；涉及国民经济命
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可保持
国有绝对控股；涉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等行业的重要国有企业，可保持国有相对控股
等。

值得一提的是，国资委提出，不需要国有
资本控制可以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可
采取国有参股形式或者可以全部退出。

黄淑和说，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股权多元
化的改革，将逐步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国有企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将普遍降
低国有股权的比例。同时，国资委也在研究制
定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实行企业员工持股
的具体实施办法。

“我们通过多种方式推进具备条件的国有
企业改制上市，暂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国有企业
通过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黄淑
和说，国资委还将鼓励具有资金、技术、管理优
势的战略投资者以及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和股
权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改制
重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 2020 年国
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提高到
30%。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 12 月 19 日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提出，将有差别、分
步骤地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
政的比例，并将上缴红利更多地用于保
障和改善民生。人们期待着，国有资本
收益能够真正用于解决惠及百姓的重
大问题，尽早实现“用之于民”。

国企历来享有较多的资源和制度红

利，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每年
创造出巨额的利润和现金流。然而，这些
国企创造的红利大多在企业内部循环，甚
至部分转化为少数人的福利，并没有回报
给全社会，无法实现为全民所用。既然为
全民所有，就理应让百姓共享企业发展成
果。提高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就是要给企
业加压力、下任务，改变国有资本在企业
内部循环的现象，形成创新的倒逼机制，
同时使资金更多地向公共保障事业发展，

加快民生建设的步伐。
当然，和提高上缴利润比例同样重

要的，还有国企红利的使用方向。每一
笔钱用到哪里,是否花在“刀刃”上，都要
有严格规范的安排。尤须加强对这笔资
金用途的监督，清晰描绘出国企红利的
详细用途和具体流向，并定期向社会公
开，防范公共支出出现“跑偏”、权力寻租、
效率低下等问题，实现真正的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本栏图文均据新华社）

国资可全部退出不需控股国企
可由社会资本控股 实现股权多元化

国企红利要真正“用之于民”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着力抓好化解产能
过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是日前闭幕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明年经济工作的六
大任务之一。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12 月 19 日对
记者表示，化解产能过剩痼疾必须破除的三
道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强化环保、安
全等标准的硬约束，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和管
理创新能力。

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
胜劣汰。

在我国现行税制和政绩考核制度下，各

地青睐两高一资等 GDP和税收收入贡献较高
行业的投资，客观上造成一些行业产能膨
胀。而在现行投资审批核准制度下，政府对
企业投资干预过多，甚至出现违规审批情况，
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扭曲了企业决策行为。

此外，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有关节能
环保法律规定的惩罚力度不足，土地、能源、
资源等要素成本没有完全内化为企业生产
成本，难以对企业退出形成有效的倒逼机
制。同时，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
无法满足企业退出有关产权交易和产权重
组的需要。部分税收减免、补贴等优惠政
策，容易诱发企业盲目投资冲动，也弱化了
企业主动退出的意愿。

苗圩认为，化解产能过剩，必须厘清政
府和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凡

是市场和企业能决定的都交给市场和企业。

强化环保、安全等标准的硬约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政府要强化环

保、安全等标准的硬约束，加大执法力度，对
破坏生态环境的要严惩重罚。

苗圩透露，我国将进一步修改完善节约
能源、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同时加强对工
业企业执行环保、安全等法律法规和强制性
标准的专项监督检查，建立协调统一的管理
体系。

“技术手段方面，将进一步完善节能环
保标准，重点强化‘两高一资’行业能耗、水
耗、环保、资源综合利用，以及土地、安全等
硬性约束指标，倒逼落后产能退出。”苗圩
说。

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化解产能过剩

的根本出路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
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大
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优化
升级。创造环境，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苗圩透露，明年我国将进一步加大企业
技术改造力度，对应用新技术新工艺进行节
能和环保改造、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有市场
需求的项目继续给予支持。同时，通过政策
引导、典型示范和改进服务等，使产能严重
过剩行业的企业不断改进管理，提高自身适
应市场的能力，用差异化策略寻找新的机
会，避免盲目扩张、盲目经营的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视觉 新闻

12月19日，北京海淀城管执法监察局紫竹院队工作人员检
查现场后认为，人济山庄小区B栋楼顶违法建设的主体部分已
基本拆除完毕，目前工人正在进行建筑垃圾的清理搬运工作。

12月 19日，一列动车在渝利铁路湖北利川境内试运行。渝利铁路
是我国“四纵四横”快速铁路网中“一横”——沪汉蓉铁路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线路西起重庆，终至湖北利川。 新华社发

12月 19日，104路快车“油改电”电车线路开通，这是北
京首条“油改电”电车线路。据了解，到 2017年，将有数十条
线路实现由柴油车向电驱动车转换。 均为新华社发

把握市场 提升标准 加强创新

化解产能过剩要迈过三道坎

■短评

12月 19日，行人冒雪走在荣成市街头。当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山东省多地出现大风降温降雪天气。 新华社发

12 月 19 日，工人在北京西站运送货物。11 月份以来，
全路货物发送总量日均完成 912.3万吨，比 6个月前全国铁路
货运组织改革开始实施时，日均增长 66.5万吨、增长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