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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啟動養老金投資運營 金額達4100億

空氣差樓價高趕走京人才
北京社科院報告建議改善環境 處理好產業發展及生活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

北京社科院昨日發佈藍皮書顯示，

房價高漲、空氣污染等對吸引和留

住人才相當不利，一定程度上誘發

北京的人才流失到國內其他城市及

海外。

更好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莊嚴宣示

��

中央黨校校委委員、副教育長兼科研部主任 韓慶祥

現年60
歲的十八

屆中央委員、國家安監
總局黨組書記、局長楊
煥寧已有三個月未在公
開場合露面，其名字也
不在安監總局官網「領
導信息」欄目中。分析

人士認為，楊煥寧很大可能已經不再擔任安
監總局黨組書記、局長一職。2015年10
月，時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的楊煥寧臨危受
命，空降至安監總局接替因貪腐落馬的原局
長楊棟樑，迄今不滿兩年。

目前，安監總局官網「領導信息」欄中，
排名第一的是該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付建
華，其他六位黨組成員也悉數在列，獨缺楊
煥寧。而不久前公佈的中央國家機關十九大
代表名單中，付建華當選黨代表，未見楊煥
寧。楊煥寧以安監總局局長身份最後一次公
開露面是今年4月底。
楊煥寧1983年進入公安部刑事偵察局，

2001年出任公安部副部長；2005年轉任黑
龍江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三年後，他擔
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黨委副書記（正部長
級），2009年兼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
組辦公室主任。2015年8月，天津港「8．
12」火災爆炸事故後，曾在天津任職多年的
時任安監總局局長楊棟樑驟然落馬，同年
10月，楊煥寧調任安監總局局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北京報道

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習近平總書
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
研討班7月26日至27日在京舉行。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
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
總書記講話高度評價黨的十八大以來的

5年。他指出，5年來，黨中央科學把握當
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的發展大勢，順應實踐
要求和人民願望，推出一系列重大戰略舉
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進一系
列重大工作，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
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
有辦成的大事。

關於今後工作和未來發展，尤其是黨的
十九大，總書記講話作出了明確闡述。他
指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九大，是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發展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會，能否提出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前瞻
性的行動綱領，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繼往開
來，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命運，事
關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我們黨要明確宣
示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以什麼樣的精神
狀態、擔負什麼樣的歷史使命、實現什麼
樣的奮鬥目標。

其中對於「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後」，總書記指出，我們要激勵全黨全國
各族人民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而努
力，踏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
程，讓中華民族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
世界民族之林。

總書記強調，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
理論之源。我們要在迅速變化的時代中贏
得主動，要在新的偉大鬥爭中贏得勝利，
就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
上，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思
考和把握國家未來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
戰略問題，在理論上不斷拓展新視野、作
出新概括。

在黨的十九大召開前夕，總書記發表
的這個講話，既是對十八大以來黨中央
治國理政偉大實踐的科學深刻總結，也
是為十九大勝利召開所作的思想理論準
備，為我們扎實做好迎接黨的十九大的
各項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黨全國各族
人民應切實將思想和行動統一到講話精神
上來，用以武裝頭腦、明確方向，為決
勝全面小康社會、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偉大勝利、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而
不懈奮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盧
愛紅昨日在該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今年
二季度末內地城鎮登記失業率3.95%，為
近年最低水平。此外，截至6月底，北京
等8個省區市已與社保基金會簽署總金額
為4,1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養老金
委託投資合同，其中1,721.5億元已到賬並
開始投資。
盧愛紅表示，十八大以來，內地就業局

勢保持總體穩定，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就
業結構不斷優化。過去5年間，城鎮新增

就業人數年均超過1,300萬人，累計新增
就業超過6,5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保
持在4.1%以下的較低水平，2016年末降至
4.02%，為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
點。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也保持低
位運行。
盧愛紅還透露，今年上半年，良好的就

業態勢得到了延續，1月至6月城鎮新增就
業人數為735萬，同比增加18萬人。其
中，二季度末內地城鎮登記失業率
3.95%，環比下降0.02個百分點，同比下
降0.1個百分點，處於近年來最低水平。

在談及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入市時，盧愛
紅稱，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運營，關
係到養老保險制度的可持續，今年已正式
啟動。截至6月底，北京、上海、河南、
湖北、廣西、雲南、陝西、安徽8省區市
已經與社保基金會簽署了委託投資合同，
合同總金額4,100億元。其中的1,721.5億
元資金已經到賬並開始投資，剩餘資金將
按照合同約定分年分批到位。還有一些省
份也正積極地推動這項工作。
據介紹，2016年，各項社會保險基金

總收入合計5.36萬億元，比2012年增加

2.28萬億元；基金總支出合計4.69萬億
元，增加2.36萬億元。2016年末五項基
金累計結餘6.63萬億元，抗風險能力得到
增強。

9月底前實現跨省就醫直接結算
此外，盧愛紅還指出，截至7月27日，

內地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已
接入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系統，實現98%地
市接入國家平台，9月底將全面啟動異地
就醫直接結算系統併聯網運行，確保跨省
住院醫療費用全部直結。

習近平晤金磚國代表 籲秉持開放合作共贏

官網簡歷被撤
安監總局局長楊煥寧疑落馬

小啟
因版面安排關係，「神州大地」今日

暫停一期。

■■楊煥寧楊煥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
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集體會見來華出席第七次金
磚國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的金磚四國代表。習
近平指出，經濟金融合作、人文交流互鑒、安全溝
通協調三者都要往前推進，金磚前進道路才能越走
越寬，才能行穩致遠。
習近平祝賀第七次金磚國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

會議成功舉行，肯定會議所達成的共識和為金磚國
家領導人福建廈門會晤所作的重要政治準備。習近
平指出，金磚國家合作走過了10年歷程，跨越了
世界上最遙遠的地理距離，超越了不同發展道路和
社會制度，凝聚了五國求穩定、謀發展、促民生的
決心和行動。加強金磚國家合作，不僅維護和拓展

了五國的利益，也為建立新型國際關係進行了有意
義的探索。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安全
形勢，考慮到金磚國家人民交流合作的普遍要求，
經濟金融合作、人文交流互鑒、安全溝通協調三者
都要往前推進，金磚前進道路才能越走越寬，才能
行穩致遠。

建更緊密夥伴關係
習近平強調，中國主張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推

動世界經濟走上可持續增長道路，推動經濟全球化
向公正、包容、可持續方向發展，並通過發展從根
本上解決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金磚國家是為了
共同的利益和目標走到一起的，只要秉持開放、包

容、合作、共贏的金磚精神，攜手建設更緊密的金磚
夥伴關係，就定會迎來金磚合作第二個金色10年。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南非國

家安全部長馬洛博、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巴
西總統府機構安全辦公室主任埃切戈延轉達了各自
國家領導人對習近平的誠摯問候，表示當前形勢
下，金磚國家需要加強團結合作，共同應對逆全球
化、恐怖主義等經濟、安全領域挑戰，提升金磚國
家在世界事務中的影響力。各國對第七次金磚國家
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取得成功感到滿意，強調支
持中國作為金磚輪值主席國為加強五國合作在廣泛
領域提出的倡議，願同中方密切配合，確保今年金
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取得積極成果。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昨日上午共同發佈《北京藍皮書：

北京社會發展報告(2016-2017)》。報告以
2016年度北京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為基本
內容，探討了北京的社會結構、社會建
設、社區治理、城市問題等。
藍皮書稱，北京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核
心在於吸引科技研發人才，尤其是富有創
造力的青年人才。其中，中關村是全國的
科技創新中心，也是北京市科技產業最重
要的聚集地。
然而，該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中關村
研發人員從2015年的54.8萬人增長到57.4

萬人，增速僅為4.7%，遠低於2015年同期
的23.1%。

中關村吸引力大不如前
數據顯示，2015年1月至11月，中關村
科技活動人員54.8萬人，同比增長23.1%，
佔從業人員的28.3%。而2016年1月至11
月，規模以上企業期末從業人員209.2萬
人，其中研發人員57.4萬人，佔從業人員
的27.4%。
針對中關村對科研人員吸引力大不如前

的現象，上述藍皮書指出，吸引優質人才
的關鍵在於提供豐富、多元的就業崗位，
同時生活成本可控，基本生活服務可得。
然而房價高漲、空氣污染等對吸引和留住
人才相當不利，在一定程度上誘發人才流
失到國內其他城市及海外。

污染影響人對城市歸屬感
報告強調，空氣污染對健康的影響是直

接的，對居民生活的限制是可見的，空氣
污染影響着各層次就業人口對城市的認同

感和歸屬感。
藍皮書強調，在當今社會，人才流動性
強，高層次人才不僅面對中國其他城市的
就業選擇，同時還享有海外各國的工作
和移民機遇，如不能從根本上改善環
境，對北京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將十分
深遠。
如何解決人才流失的風險？上述報告建

議，要改善環境，處理好產業發展和生活
成本控制的關係，吸引和留住人才。從城
市發展規律來看，城市人口的遷入遷出，
尤其是新興就業人口的進入，是城市活力
的源泉，是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創
新的直接推動力，對城市的長遠發展至關
重要。
報告稱，要進一步處理好產業發展、人
口資源環境協調與城市進入成本之間的關
係，評估就業機會、房價對就業人口就業
意願的影響，通過抑制投機性消費、規範
租房市場、健全公共租賃住房和人才住房
的供給和管理機制、改善交通等舉措，降
低就業人口的居住、出行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浙江省杭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昨日公開開庭審理了「百名紅
通」1號人員楊秀珠貪污、受賄一案。杭州市人
民檢察院派員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楊秀珠及其
辯護人到庭參加訴訟。
杭州市人民檢察院指控：1996年至1997年期

間，被告人楊秀珠利用擔任溫州鐵路房地產開發
有限公司董事長、溫州市副市長等職務上的便
利，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侵吞公款共計
1,904.5155萬元（人民幣，下同，約合2,203萬
元港幣）；1994年至1998年期間，楊秀珠利用
擔任溫州市市長助理、副市長等職務上的便利，
在土地開發、項目推進、建築面積增加、配套費
減免等事項上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各種現
金、轉賬錢款共計折合735.43萬元（約合851萬
元港幣）。2003年 4月 20日，楊秀珠潛逃國
外。2016年11月16日，楊秀珠主動回國投案，
並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庭審中，楊秀珠進行了最後陳述，當庭表示認

罪悔罪。最後法庭宣佈休庭，擇期宣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針對日本擬對朝鮮採取單方
面制裁新措施一事，外交部發言
人陸慷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日方的做法只能是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要求日方立即撤回
錯誤決定。
日擬於昨日對朝鮮採取單方面

制裁新措施。對象共有5個機構
和9名個人，其中包括2間中國公
司，涉及金融服務業、交通運輸
及煤炭等礦物出口領域。陸慷對
此回應說，中方堅持半島無核化

目標，一直全面、完整執行安理
會涉朝決議。同時，反對任何國
家在安理會框架外實施單邊制
裁，尤其反對針對中方實體或個
人實施制裁。日方這種追隨某些
國家，損人害己的做法只能是搬
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中方決不
接受日方的錯誤做法，要求日方
立即撤回錯誤決定。如果日方一
意孤行，勢必給中日關係和雙方
在半島問題上的合作製造重大政
治障礙，由此帶來的後果要由日
方承擔。」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河北省十
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昨日決定任
命陳剛為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公開資料顯示，陳剛，男，1965年出

生，江蘇高郵人。陳剛2012年任北京市委
常委，2013年任貴州省委常委、貴陽市委
書記，2017年5月調任河北，先後任河北省
委常委、雄安新區臨時黨委書記，河北省委
常委、雄安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

女巨貪楊秀珠認罪 涉侵吞公款逾2000萬 日擬制裁朝鮮 外交部：搬石頭砸自己腳

陳剛任河北副省長
曾任雄安新區黨工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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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紅通百名紅通」」11號人員楊秀珠一審開庭情號人員楊秀珠一審開庭情
況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社科院發佈報告指出社科院發佈報告指出，，空氣空氣
污染及樓價高漲在一定程度上污染及樓價高漲在一定程度上
誘發北京人才流失誘發北京人才流失。。圖為黃沙圖為黃沙
暴襲北京暴襲北京，，市民正推着孩子在市民正推着孩子在
天安門離去天安門離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習近平（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集體會見金磚國家代表。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