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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
近日，中央纪委新设 7家派驻纪检
组组长，分别赴中央办公厅、中央
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
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
国政协机关任职报到。这是党的
历史上，中央纪委首次向党的工作
部门和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
厅、全国政协机关派驻纪检组，是
实现派驻全覆盖的重要一步。

3 月 25 日至 27 日，中央纪委
分别组织 7 名中央任命的纪检组
组长任职报到。

在中央纪委新设的 7 家派驻
机构中，全国人大机关和全国政协

机关实行单独派驻，其他 5家单位
实行归口派驻，共涵盖 53 个部门
和单位。按照中央要求，派驻机构
和驻在部门（归口监督单位）是监
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纪检组组长作
为驻在部门班子成员，不分管其他
业务，专门履行监督职责。徐令
义、喻红秋、傅自应、苏波、张立军、
辛维光、周新建等 7名新任纪检组
组长表示，坚决与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聚
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转
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
优势，全力以赴履行好监督责任。

据新华社成都 3 月 31 日电
中央赠澳门大熊猫确选工作会 30
日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召
开，在听取了专家组的工作汇报后，
澳门方面代表又于 31日上午实地
考察了成都基地备选的两对大熊
猫，并最终确定一对大熊猫入选。

据悉，最终挑选出的这对大熊

猫分别是出生于 2007年 7月 5日，
目前体重 110 公斤，谱系号 667 的
雌性大熊猫和出生于 2008 年 8 月
24日，目前体重同为 110公斤谱系
号 726的雄性大熊猫。

预计 5月初，这对大熊猫将离
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乘专
机赴澳门。

3月 31日是亚投行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截至31日，
提出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和地区总数已达48个，其中30个国家已成为正式
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筹建迈出实质性步伐。

酝酿了 20 多年的存款保险，终于随着
《存款保险条例》3 月 31 日的公布尘埃落
定。条例 5月 1日施行后，百姓的银行存款
将多一道安全保障，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健
性将会进一步提升。

业内人士介绍，存款保险是指国家通
过立法，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基金（保费由
银行业金融机构交纳），当个别银行业金融
机构经营出现问题时，依照规定对存款人
进行偿付，保障存款人权益。目前，世界上
已有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
制度。

这次公布的《存款保险条例》明确规
定，存款保险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 50 万
元。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50 万元
的最高偿付限额，能够为我国 99.63%的存
款人提供全额保护。

国务院法制办、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
强调，实行限额偿付，并不意味着限额以上
存款就没有安全保障了。条例规定，存款
保险基金可以用于向存款人偿付被保险存
款，也可以用于支持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对有问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收购或者
风险处置。

从已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和地
区经验看，多数情况下先使用存款保险基
金支持其他合格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问
题机构“接盘”，收购或承接其业务、资产、
负债，使存款人存款转移到其他合格的银
行业金融机构，继续得到全面保障。确实
无 法 由 其 他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收 购 、承 接
的，才按照最高偿付限额直接偿付被保险
存款。此外，超过最高偿付限额的存款，
还可以依法从银行业金融机构清算财产
中受偿。

《存款保险条例》其实已在去年 11月 30
日公开征求意见。对比之前的征求意见稿
和这次正式公布的条例，关于偿付的时间
规定，从“及时”进一步明确为“7 个工作日
内”。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解释说，这
强化了对存款人权益的保护。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介绍，储户
往往对中小银行不如大银行放心，这不利
于中小银行的发展。而存款保险制度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让储户对中小银行更放心，
有利于进一步发展中小银行，让大家享受
到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3月 31日电 31日，随着最后
一棵落叶松的倒下，中国最大国有林区内蒙古大兴安
岭结束了长达 63年的采伐历史，并迎来新的生态建设
发展时期。

记者从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了解到，从 3月 10
日起，该林区的 19家林业局已开始陆续停伐。内蒙古
森工集团董事长、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党委书记张
学勤说，自 1952年开发建设以来，几代务林人栉风沐
雨，共为国家提供了 2亿多立方米的商品材和林副产
品，上缴税费 200多亿元。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地处祖国最北端，林业生态
功能区总面积 10.67 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 8.27 万平
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77.44％，活立木总蓄积 9.5亿立方
米，总面积、活立木总蓄积居东北内蒙古四大重点国
有林区之首。

针对长期以来天然林资源过度消耗而引起的生
态环境恶化的现实，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展
了“天保工程”，该工程实施后，林区开始以木材生产
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变。到 2013年，内蒙古大
兴安岭每年的木材采伐量已从天保工程实施前的 396
万立方米减少到 110万立方米。

据新华社重庆 3 月 31 日电
3月 31日 1时 35分，从缅甸曼德勒
起飞的全球最大太阳能飞机“阳光
动力 2号”，在历经 20小时 29分航
行 1500 公里后，犹如一只巨大的
风筝，安静地降落在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

“阳光动力 2 号”是瑞士设计
的一款能够在不添加任何燃料、不
排放任何污染物的情况下昼夜飞
行的飞机，它以碳纤维为主材料，

机翼有 72米，重量仅有 2300千克，
与一辆小型汽车相当，平均速度仅
100多公里。机翼上装载的 17248
块太阳能电池板为飞机提供了持
续的可再生能源。

据了解，阳光动力 2号将在全
球 12 个站点降落，中国重庆是其
第 5个降落点，随后该飞机将在中
国南京停留，接着将飞往夏威夷、
凤凰城等地，并最终返回起飞地阿
布扎比。

期限临近 冲刺加入

亚投行“朋友圈”魅力四射
中央纪委新设7家
派驻纪检组组长就位

中央赠澳门大熊猫选定

全球最大太阳能飞机抵渝
最大国有林区
结束商业采伐

让存款更安全 使银行更稳健
——解读《存款保险条例》

这是 3月 31日拍摄的大熊猫“蜀蓉”（谱系编号为 667）。新华社发

亚投行的朋友圈中，既有新兴市场国家，
又有发达国家；既有区域内国家，也有区域外
的国家；既有世界主要经济体，也有中小经济
体。近期一波又一波国家扎堆加入亚投行，究
竟为什么？

“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东移，亚洲经济的
发展带动了对基础设施的强大需求，而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需求很大，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市
场，大家都想参与这个市场。”中国社科院世界
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说。

据专业测算，到 2020年，亚太地区道路、电

力等基础设施市场的资金需求规模将高达 8万
亿美元，而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
国际多边机构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资金需求。

对于申请国而言，3 月 31 日是一个分水
岭。只有截止日期之前提出申请的国家，才能
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

“较之普通成员，意向创始成员拥有很多优
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金灿荣介
绍说，创始成员可能拥有一个永久的执行董事
位置，执行董事就有发言权。创始成员国还会
拥有更多投票权，并有望优先获得融资支持。

亚投行总部已确定设在北京。但股权分配、
中国是否行使一票否决权等问题依然是热点。

官方消息明确，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以
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
70％到 75％之间，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
25％到 30％股权。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投行
第一大股东基本已成定局。当然，随着成员国
数量增加，每一个国家的股份比例都会下降，
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将为亚投行提供必
要的资金，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
责任，是担当。”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
金立群的这番话，实质向外界表明，中国作为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会遵循国际通行准则，
不会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有事好商量。

正是中国秉承的这种有钱不任性、有事好
商量、规则大家定、利益共分享的正确义利观
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信任。

在不少西方国家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后，
有些声音质疑，中国是在现有多边国际机构之
外“另起炉灶”，在挑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

“亚投行将是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多
边开发金融机构，它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
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
和推进，而不是颠覆。”金立群说。

亚投行不以减贫为主要目标，而是要投资准
商业性的基础设施，实现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
这一定位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
行、亚行等机构的支持，他们一致认为与亚投行之

间合作的空间很大。目前，世行已与亚投行在新
机构的标准、框架制定等方面展开合作。

30 日，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
政部长雅各布·卢也表示，美方期待在促进基础
设施发展方面同亚投行合作。

而对于美国等西方大国质疑的亚投行运营
标准和保障政策问题，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已多次表示，亚投行会借鉴吸收现有多边国际
机构的好做法，但也会摒弃一些官僚主义和过
于繁琐的做法，不走弯路。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扎堆加入：分享亚洲机遇 争抢“话语权”

中国股权：不以老大自居 利益共分享

与现有多边机构的关系：补充完善 而非颠覆

3月 28日，图里河林业局仅剩的一批木材堆放在贮木场中。卖完这批木材后，贮木场将走下历史舞台。 新华社发

3 月 31 日，在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从也门撤离的中国公民抵达
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 新华社发

亚投行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已有4国申请加入

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
德国、韩国、巴西…

G20中已有13个国家申请加入

APEC21个成员中
已有13个申请加入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越南、菲律宾…

截至 3月 31日，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和地区已达 48个，遍
及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

制图/党瑶

据新华社吉布提港3月31日电
当地时间 3月 31日凌晨 5时 30分，
第二批 449 名撤离也门的中国公
民乘坐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护卫舰
潍坊舰平安抵达吉布提共和国吉
布提港。

至此，从也门撤离的 571名中
国公民已全部平安抵达吉布提。
他们将在中国驻吉布提使馆的安

排下，乘坐民航航班陆续回国。
据中国驻吉布提大使符华强

介绍，这次抵达的撤离人员大部分
将前往设在阿泽谷雷体育场的临
时安置点，进行休整和回国准备。
其中，260余人将于 3月 31日晚和
4 月 1 日凌晨乘坐商业航班回国。
使馆将根据所撤人员公司安排和
个人意愿，协助剩余人员回国。

从也门撤离中国公民
全部抵达吉布提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专电 美国网络零售
业巨头亚马逊 3月 30日宣布，将在
美国多个大城市推出“家庭服务”
业务，不管你是想整修花园还是修
理电脑、甚至找老师教数学、陪练
瑜伽都可以在亚马逊网站下单。
使用完毕后还可以在网上评价，方
便其他网友参考，而亚马逊公司将
为所有这些服务提供“快乐担保”。

亚马逊从一个在线图书卖场
一路成长为网络零售巨头，销售的
商品多种多样。同时，它也在不断
创新销售方式。本周早些时候，亚
马逊曾抨击美国政府审批其无人
机送货试验的过程太过漫长并表
示已经放弃这个计划，转而去国外
尝试更先进的技术，比如利用无人
驾驶汽车送货。

亚马逊推出“家庭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