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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可多渠道補充資本金
國務院：促進對民營小微企業金融支持 增強防風險能力

會議決定，支持商業銀行多渠道補充資
本金，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

制，在堅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同時，促
進加強對民營、小微企業等的金融支持。
會議指出，一是對商業銀行，提高永續債

發行審批效率，降低優先股、可轉債等准入
門檻，允許符合條件的銀行同時發行多種資
本補充工具。二是引入基金、年金等長期投
資者參與銀行增資擴股，支持商業銀行理財
子公司投資銀行資本補充債券，鼓勵外資金
融機構參與債券市場交易。
會議強調，資本金得到補充的商業銀行

要完善內部機制，提高對民營、小微企業
貸款支持力度。
當天，會議還聽取2018年全國兩會建議

提案辦理工作匯報，推進提升政府施政水
平。
會議指出，辦理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和政

協委員提案，是政府依法履職、接受人民
監督的重要內容。去年國務院部門牽頭辦
理建議6,319件、提案3,863件，分別佔總
數的88.5%和87%，推動出台相關政策措
施1,400多項，促進了改革發展和民生改
善。
今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要繼續高度重
視建議提案辦理，創新方式，提高辦理質
量，認真研究吸納意見建議，促進科學民
主決策，更好為人民辦實事。

確保今年再減貧千萬人
會議聽取了脫貧攻堅進展匯報，指出，

各地區、各部門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
署，扎實推進脫貧攻堅，去年1,386萬人
實現脫貧。今年要加大力度推進深度貧困

地區攻堅，新增中央財政扶貧資金主要用
於這些地區，「十三五」規劃實施優先安
排貧困地區補短板項目，加強扶貧協作和
定點扶貧，堅持現行標準，提高扶貧質
量，解決貧困人口在實現「兩不愁三保
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貧困戶義務
教育、保障基本醫療和保障安全住房）進
程中存在的問題。攻堅期內摘帽縣和脫貧
人口繼續享受扶貧政策，對返貧和新出現
貧困人口及時建檔立卡予以幫扶，確保今
年再減貧1,000萬人以上。

予罕見病藥品增值稅優惠
會議指出，加強癌症、罕見病等重大疾

病防治，事關億萬群眾福祉。一要加快完
善癌症診療體系。堅持預防為主，推進癌
症篩查和早診早治，努力降低死亡率。強
化科技攻關，支持腫瘤診療新技術臨床研
究和應用。發展「互聯網+醫療」，提高
基層醫療機構診療能力。
二要加快境內外抗癌新藥註冊審批，滿

足患者急需。組織專家遴選臨床急需境外
新藥，完善進口政策，促進境外新藥在境
內同步上市。暢通臨床急需抗癌藥的臨時
進口渠道。落實抗癌藥降價和癌症患者醫
療救助等措施，修訂管理辦法，加快醫保
藥品目錄調整頻率，把更多救命救急的抗
癌藥等藥品納入醫保，緩解用藥難用藥
貴。
三要保障2,000多萬罕見病患者用藥。

從3月1日起，對首批21個罕見病藥品和4
個原料藥，參照抗癌藥對進口環節減按3%
徵收增值稅，國內環節可選擇按3%簡易辦
法計徵增值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北京主持召

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決定支持商業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金，增強金

融服務實體經濟和防風險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人
民銀行昨日發佈消息稱，已聯合銀保監
會等多部門發文，明確了相應階段內金
融服務鄉村振興的目標，切實加大金融
資源向鄉村振興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
傾斜力度，增加農村金融供給。
為切實提升金融服務鄉村振興效率和

水平，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
財政部、農業農村部日前聯合印發了
《關於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指導意
見》。意見明確，到2020年，要確保金
融精準扶貧力度不斷加大、金融支農資
源不斷增加、農村金融服務持續改善、

涉農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和支農能力明顯
提升。到2035年，推動建立多層次、廣
覆蓋、可持續、適度競爭、有序創新、
風險可控的現代農村金融體系，最終實
現城鄉金融資源配置合理有序和城鄉金
融服務均等化。
意見指出，要健全適合鄉村振興發展

的金融服務組織體系，積極引導涉農金
融機構回歸本源。同時，明確重點支持
領域，強化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
此外，拓寬鄉村振興融資來源，加強金
融基礎設施建設，增強農村地區金融資
源承載力和農村居民金融服務獲得感。

為確保各項政策措施有效落實落地，
意見提出，要完善貨幣政策、財政支
持、差異化監管等政策保障體系，提高
金融機構服務鄉村振興的積極性和可持
續性。金融機構也要抓好落實，開展金
融機構服務鄉村振興考核評估，強化對
金融機構的激勵約束。
人民銀行表示，下一步，各相關部門

將按照職責分工，扎實推進金融服務鄉
村振興各項工作。各涉農金融機構要根
據意見要求，加大對鄉村振興領域的支
持力度，更好地滿足鄉村振興多樣化、
多層次的金融需求。

央行等多部委增農村金融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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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
者昨日從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中國航
空工業）獲悉，中國正在研製的新舟
700新型渦槳支線飛機將力爭於2019
年實現首飛，中國「新舟」系列支線
飛機將迎來第三個家族成員。
中國航空工業表示，由中國航空

工業西飛民機研製的新舟700飛機是
中國民機「兩幹兩支」發展戰略的
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經濟、舒適、
快速、先進、機場與航線適應性強
的特點。
目前，新舟700飛機已經獲得國內

外11家用戶的185架意向訂單。
新型渦槳支線飛機新舟700是中國

航空工業在對未來支線航空市場做了
大量的需求調研和分析的基礎上啟動

研製的，該機型於2013年12月獲得
國家立項。
「新舟」系列飛機是由中國航空工
業西飛民機公司自主研發生產的支線
客機，家族成員還包括新舟60和新舟
600。

自2005年新舟60首次飛出國門，
「新舟」系列支線飛機已經在尼泊
爾、柬埔寨、老撾、印度尼西亞、菲
律賓等18個國家近300條航線上運
營，累計運載商業旅客超過1,000萬
人次。

新舟700擬年內首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上海市
召開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工作會議。會上，上海
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實施計劃公佈，涉及4個方
面25項任務。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指出，去年，上海把優化營

商環境作為全市工作重點，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下取得了明顯進步，形成了改革大突破、資源大
整合、理念大轉變、亮點大展現，助力中國在世
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中的排名從78位提升到46
位，助推上海引進外資、工業投資、總部經濟等
加快發展。
李強指出，在上海全市工作大局中，進一步優

化營商環境意義重大，這是落實三項新的重大任
務的先手棋，是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的內
在需要，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關鍵一招。優化
營商環境是最持久、最強勁的制勝之道，要通過

營商環境的「進」，帶動實現經濟運行的
「穩」，持續吸引一流人才、高端項目、優秀企
業，更好實現高質量發展。

涉及4方面25項任務
「今年推出優化營商環境2.0版，關鍵要堅持

系統施策，多維度、立體化、全方位地推動營商
環境持續優化，實現營商環境全面提升、全面進
步。」李強指出，要堅持全面對標，不斷追趕超
越，對照世行評估標準，借鑒各地經驗做法，善
於博採眾長，不斷研究推出新的改革舉措。
據悉，上海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實施計劃涉及

4個方面25項任務。例如開辦企業環節，目標由
4個減少到3個，辦理時間由9天減少到3天至5
天；辦理施工許可環節，目標由19個減少到14
個，辦理時間由169.5天減少到97天。

滬推出優化營商環境2.0版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澎湃新聞及中國
駐土耳其大使館官網消息，土耳其外
交部發言人2月9日稱，中國政府在新
疆地區建立「集中營」，關押100多萬
維吾爾族民眾。中方就此向土方提出
了嚴正的交涉，發言人稱土耳其相關
言論「非常惡劣」。中國駐土耳其使
館新聞發言人此前回應說，教培中心
根本不是土方所說的「集中營」，教
培中心的最核心目標是反恐和去極端
化，其主要內容是「三學一去」，即
學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學法律、學職
業技能，去極端化。
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華春瑩昨日主持
例行記者會回答記者提問時首先提
到，土耳其外交部發言人表態中提到
的維吾爾族著名民樂家艾依提服刑第
二年在監獄中去世，「但昨天我還在
網上看到了他的視頻。表明他不僅活
着而且活得非常健康。土方基於把活
人說成死人的荒謬的謊言，對中方進
行無端指責，這種做法是極其錯誤，
極不負責任的，我們對此表示堅決反
對。」

中方打擊恐怖主義戰略清晰
華春瑩強調，大家都知道，自20世
紀90年代以來，中國境內外的三股勢
力在新疆策劃並組織實施了數千起暴

力恐怖事件，造成了大量各族無辜群
眾傷亡。新疆在借鑒和吸收國際社會
反恐經驗的基礎上，從當地的實際出
發，深入開展反恐和去極端化工作，
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新疆人民的安全
感、幸福感和滿足感得到了極大的提
升。
大家也都知道，去年底以來，有十
幾個國家的駐華使節和代表，包括土
耳其在內的多國記者去新疆參觀訪
問，看了很多地方，其中當然也包括
教培中心，增加了對新疆經濟社會情
況的全面了解。很多人都紛紛表示，
他們看到了當地人臉上洋溢着的由衷
的、明朗的笑容，這些是對外界那些
荒謬謊言的最有力的駁斥和回擊。
包括土耳其一些媒體人士去新疆參

觀過以後也都表示，他們清楚地看到
了中國政府在打擊恐怖主義，抵禦極
端主義方面確立並實施了清晰的戰
略，即實施打擊恐怖活動、加快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和加強教育等一系列
相互支持、相互支撐的措施，這樣的
戰略是非常明智的，值得土耳其乃至
整個世界學習。

土耳其雙重標準害人害己
華春瑩指出，新疆各族人民依法享
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新疆現在有

清真寺和教堂、寺院等宗教活動場所
2.5萬座，其中清真寺2.44萬座，宗教
院校8所。新疆人口是2,440萬，其中
穆斯林人口約1,300萬，也就是說，平
均每530名穆斯林就擁有一座清真寺。
而根據公開數據，土耳其人口8,200
萬，清真寺9萬座，平均910人才擁有
一座清真寺。

「我想任何不抱有偏見、不懷有惡
意的人都會為中國56個民族團結、友
愛、和諧相處感到高興，而不是編造
謊言來進行惡意的指責。」華春瑩最
後指出，土耳其也是一個多民族國
家，也面臨恐怖主義的威脅，在反恐
問題上奉行雙重標準到頭來只會損人
害己。

活人說成死人 中方揭土耳其涉疆謊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國

兩艘軍艦未經允許擅自進入中國南沙島礁
12海里海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
停止此類挑釁行動，切實尊重地區國家維護
南海和平穩定的努力。
有記者提問：據了解，2月11日，美國

「斯普魯恩斯」號和「普雷貝爾」號兩艘軍
艦進入南沙島礁12海里海域。請問中方對
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回應稱，2月11日，美國「斯普魯

恩斯」號和「普雷貝爾」號軍艦未經中國政
府允許，擅自進入中國南沙群島仁愛礁和美
濟礁鄰近海域。中國海軍依法對美艦進行識
別查證，並予以警告驅離。美方軍艦有關行
為侵犯中國主權，破壞有關海域的和平、安
全和良好秩序。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
決反對。
華春瑩表示，中國對包括仁愛礁、美濟礁

在內的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
的主權。中方一向尊重和維護各國依據國際
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與飛越自由，但堅決反
對任何國家假藉「航行與飛越自由」之名，
損害沿岸國主權和安全。當前，在中國和東
盟國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形勢是和平穩定
的，並持續向好發展。在此情況下，美方執
意在南海挑起事端，製造緊張，破壞南海和
平穩定，是不得人心的。
華春瑩強調，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類

挑釁行動，切實尊重地區國家維護南海和平
穩定的努力。中方將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維護南海和平穩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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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春瑩 網上圖片

■新舟700新型渦槳支線飛機。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