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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短板弱項 實施精準攻堅
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會議 強調落實好中央經濟工作會精神習

近
平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據 新 華 社 報

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

委員會主任習近平 4 月 22 日上

午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

四次會議，研究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補短板問題和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精神落實情況。習近平

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進

展，要正確認識面臨的短板問

題，聚焦短板弱項，實施精準

攻 堅 。 要 勇 於 破 題 、 善 於 解

題，抓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

神的貫徹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給美國伊利諾伊州北奈爾斯高中中文班40多
名學生回信，解答他們來信中提出的問題，
並勉勵學生們為增進中美人民友誼作出貢
獻。昨日，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國際銳評」
專欄文章指出，這是一封促進中美民間交流
的親筆函。「國之交在於民相親」。國家交
往的基礎，歸根結底是民眾之間的交往與理
解，交往的最終目的是要服務於各自民眾的
福祉。民間交往越充分、越深入，就越有可
能形成推動政府採取友好政策的民意基礎，
國家間保持關係穩定和發展的大方向就越不
可能發生改變。
文章指出，中美建交40年來，從乒乓外交創

造「小球推動大球」的傳奇，到雙方互派公派

留學生；從NBA等體育明星走入中國中小學課
堂，到孔子學院向美國民眾教授漢語、介紹中
華文化，中美在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
育、地方等眾多領域的廣泛深入交流，為兩國
關係發展發揮了「粘合劑」和「推進器」作
用。
習近平主席曾強調，人文交流是中美關係的

地基，並寄語青年一代傳承中美友好事業。在
此前訪美時，習近平曾到訪當地中學，並邀請
美國學生來中國訪問。在這次回信中，習近平
又指出「青年一代是中美友好的未來」，展現
了他對中美未來以及兩國民眾福祉的高度重
視。
文章分析指出，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中，中美作為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最發達

國家，彼此利益碰撞和摩擦增多，兩國關係也
正在發生深刻調整和變化。開放的中國人對美
國越來越了解，而美國有不少人對中國的印象
仍然停留在美國媒體的有色眼鏡裡。越是在這
個時候，越是要發揮中美人文交流的作用，而
不是用「關門」、「驅趕」等逆潮流的措施來
阻斷兩國民間交往。不斷促進雙邊各領域往
來，特別是促進青年一代之間的交往了解，才
是驅散兩國間的猜忌摩擦、實現互利雙贏、共
擔全球責任的關鍵動力。
在回信的最後，習主席對美國學生們發出了

邀請：「百聞不如一見，歡迎你們有機會來中
國看看。」事實上，只要願意了解中國、認識
中國，願意為增進中美理解與互信做點事情的
人士，中國都歡迎他們來走一走，看一看！

央廣電：國之交在於民相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在第十九個「世界
知識產權日」即將來臨之際，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
稱上海高院）昨日對外發佈中
英文版《2018年上海法院知識
產權審判白皮書》。據透露，
2018年，上海全市法院受理、
審結各類知識產權案件逾2萬
件，同比升逾四成。其中，著
作權糾紛、不正當競爭糾紛、
特許經營合同糾紛、商標權糾
紛、專利權糾紛案件數量均大
幅增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其
中，一審商標權糾紛、專利權
糾紛分別同比上升 60.29%和
31.61%，表明隨着社會經濟的
進一步發展，尤其是上海科創
中心建設不斷推進，傳統的商
標類案件和專利技術類案件，
呈現全面增加的趨勢。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黎
淑蘭介紹，上海知識產權法院
正在積極構建知識產權保護新
機制，在涉及多學科、多領域
的知識產權案件中，積極探索
技術調查官、技術諮詢專家、
專家陪審員和鑒定人協同聯動
機制，旨在有效提升技術事實
查明效果。此外，上海法院去
年共選派四批次知識產權高級
法官赴美國、歐盟、德國等開
展知識產權交流活動，學習借
鑒知識產權國際先進保護經
驗。
上海高院副院長張斌強調，

上海法院要加強國際化、專業
化知產審判隊伍建設，進一步
提升上海知產審判的權威性和
影響力，為上海提升城市能級
和核心競爭力、建成法治環境
最好的全球城市提供一流的司
法服務和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昨
日再度擴容，成員增至97個。
新加入亞投行的成員包括科特
迪瓦、幾內亞、突尼斯和烏拉
圭。
按規定，在獲得亞投行理事
會批准後，這4個成員還需要走
完國內程序，並將首筆資本金
繳存銀行，才能成為正式成
員。
亞投行副行長亞歷山大說，
非洲和拉丁美洲成員數量增
長，表明這些國家對提升基礎
設施以及加大與亞洲互聯互通
的重視。同時，這也折射出亞
投行成員致力於多邊合作和高

標準治理。
亞投行是由中國發起成立的

多邊開發機構，旨在為亞洲基
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
2016年開業時共有57個成員。
分析人士認為，三年多時間裡
亞投行成員從 57個增加到 97
個，這種爆發性的增長在多邊
開發機構中並不多見。亞投行
行長金立群此前曾表示，該機
構實現穩步擴容表明國際社會
對亞投行抱有信心。
目前，亞投行已累計批准貸

款75億美元，撬動其他投資近
400億美元，已批准的35個項目
覆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
其、埃及等13個國家。

滬知識產權案
同比增逾四成

亞投行成員增至97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中
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李克強，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財經
委員會委員王滬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韓正出
席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
席汪洋參加會議。

梳理必完成硬任務
會議聽取了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統計
局、生態環境部、國務院扶貧辦、中央農辦和
農業農村部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補短板問題
的匯報，聽取了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
化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關於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落實情況的匯報。
會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人
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攻堅克
難，砥礪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歷史

性成就。自改革開放之初黨中央提出小康社
會的戰略構想以來，經過幾代人接續奮鬥，
總體而言，我國已經基本實現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目標。目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有一
些短板，必須加快補上。工作中，要把握好
整體目標和個體目標的關係，把握好絕對標
準和相對標準的關係，把握好定量分析和定
性判斷的關係。要在科學評估進展狀況的基
礎上，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存在的突出短板
和必須完成的硬任務進行認真梳理，主要是
老弱病殘貧困人口、深度貧困地區等方面短
板明顯，要切實加大工作力度。

健全社保兜底機制
會議強調，現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

官還有不到兩年時間，要集中優勢兵力打
殲滅戰。要全面完成脫貧攻堅任務，把扶
貧工作重心向深度貧困地區聚焦，在普遍

實現「兩不愁」（不愁吃不愁穿）的基礎
上，重點攻克「三保障」（義務教育、基
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面臨的最後堡
壘。要解決好重點地區環境污染突出問
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實現到2020年
的階段性目標。要加快民生領域工作推
進，加大對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和
飲水安全、育幼養老等方面投入，解決好
部分群眾急迫的現實問題。要健全社保兜
底機制，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現應
保盡保，確保兜住基本生活底線。各級黨
委和政府要認真履行主體責任，各級領導
幹部要咬定目標、真抓實幹，團結帶領廣
大人民群眾不懈奮鬥。各地發展水平有差
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階段的工作也
應各有側重。我們既要為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跑好「最後一公里」，又要乘勢而上開
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有機銜接。

入腦入心領悟精神
會議指出，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是黨中央領導經濟工作的重要方式。貫徹落實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既是做好經濟工作的
要求，也是重大政治責任。各地區各部門在貫
徹落實會議精神上做了大量工作，總的效果是
好的。對會議提出的一些重大思路、舉措要進
行細化，突出抓好重點工作落實。要深化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
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暢通國
民經濟循環。要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財
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減稅降費要盡快落實到
位，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根據經濟增長和價
格形勢變化及時預調微調，加大對實體經濟的
金融支持。要打好三大攻堅戰，按照既定部
署，盡銳出戰，確保取得重要進展。要推動改

革開放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善用高水平開放倒
逼深化改革，提升市場化法治化營商環境。要
抓住用好新機遇，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提
升科技創新能力，深化改革開放，加快綠色發
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更多在推動
高質量發展上下功夫。
會議強調，學習領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

神是貫徹落實的前提，要入腦入心，領悟精
神實質。要建立健全任務分工、匯報協調、
督促檢查等相關工作機制。各地區各部門要
根據會議精神和自身職責及時主動開展工
作，善於把黨中央精神同本地區本領域的實
際有機結合起來，把黨中央要求具體化。要
堅決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防止口號喊
得震天響，落實起來輕飄飄；防止弄虛作
假、投機取巧。
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出席會議，中央和國

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列席會議。

：

生態文明指數 閩浙渝列三甲

■■中央強調落實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強調落實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精神精神。。圖為圖為44月月1010日在由貧困縣變為日在由貧困縣變為
「「中國吉他製造之鄉中國吉他製造之鄉」」的貴州省遵義的貴州省遵義
市正安縣市正安縣，，一名工人正在整理噴漆後一名工人正在整理噴漆後
的吉他的吉他。。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劉凝哲劉凝哲 北北
京報道京報道））中國工程中國工程
院昨日發佈院昨日發佈《《中國中國
生態文明發展水平生態文明發展水平
評 估 報 告評 估 報 告
（（20152015--20172017））》，》，
20172017 年內地生態文年內地生態文
明 指 數 為明 指 數 為 6969..9696
分分，，較較 20152015 年提高年提高

了了 22..9898 分分，，福建省福建省、、浙江省和浙江省和
重慶市在內地省區市中生態文重慶市在內地省區市中生態文
明指數排名前三位明指數排名前三位。。此外此外，，北北
京市的生態文明指數漲幅排京市的生態文明指數漲幅排
名內地第一名內地第一，，其提升的主因其提升的主因
是大氣和水環境質量得到提是大氣和水環境質量得到提

高高。。

準確量化發展態勢準確量化發展態勢
20132013年年，，中國工程院正中國工程院正

式啟動式啟動「「生態文明建設若生態文明建設若
干戰略問題研究干戰略問題研究」」重大諮重大諮
詢項目詢項目。。20152015年年，，上述項上述項
目二期啟動目二期啟動，，邀請邀請2020餘位餘位

院士院士、、200200餘位專家參加研究餘位專家參加研究。。作為二期項作為二期項
目中的任務之一目中的任務之一，，國家生態文明建設指標國家生態文明建設指標
體系研究與評估研究體系研究與評估研究，，構建了以生態環境構建了以生態環境
質量改善為核心質量改善為核心、、突出主體功能區差異的突出主體功能區差異的
中國生態文明指數評估方法中國生態文明指數評估方法，，完成了完成了20152015
年和年和20172017年年325325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不含不含
港港、、澳澳、、台台、、三沙市及數據缺失地區三沙市及數據缺失地區））生生
態文明發展水平評估及變化分析態文明發展水平評估及變化分析，，準確量準確量
化了內地生態文明發展的態勢化了內地生態文明發展的態勢。。

北京指數漲幅第一北京指數漲幅第一
在區域發展方面在區域發展方面，，研究顯示研究顯示，，生態文明指生態文明指
數由高至低依次是珠三角數由高至低依次是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長三角和京津冀
地區地區。。珠三角地區的綠色生產珠三角地區的綠色生產、、綠色生活達綠色生活達
到良好水平到良好水平，，綠色設施達到優秀水平綠色設施達到優秀水平，，珠海珠海
市市、、廣州市廣州市、、惠州市位列內地生態文明指數惠州市位列內地生態文明指數
前十名前十名。。京津冀地區生態文明指數較其他區京津冀地區生態文明指數較其他區
域低域低，，但近年來不斷提高但近年來不斷提高。。其中其中，，北京市生北京市生
態文明指數漲幅排名內地第一態文明指數漲幅排名內地第一，，其提升原因其提升原因
主要是大氣和水環境質量的提高主要是大氣和水環境質量的提高。。
報告還指出報告還指出，，20152015年—年—20172017年年，，內地生態內地生態
文明指數得分提升顯著文明指數得分提升顯著，，3737個城市生態文明個城市生態文明
指數顯著上升指數顯著上升，，198198個城市生態文明指數明個城市生態文明指數明
顯上升顯上升，，約約6060%%國土生態文明水平取得明顯國土生態文明水平取得明顯

提升提升，，環境質量改善和產業效率提升環境質量改善和產業效率提升
是生態文明指數提升的主要原因是生態文明指數提升的主要原因。。
同時同時，，內地生態文明與國際先進內地生態文明與國際先進
水平尚有較大差距水平尚有較大差距，，區域發區域發
展不協調展不協調、、經濟與生態經濟與生態
環境發展不均衡仍環境發展不均衡仍
然是生態文然是生態文
明發展的明發展的
突 出 問突 出 問
題題。。

■2017年內地生態文明指數為69.96分，較
2015年提高了2.98分。圖為浙江省安吉縣
港口村，一名兒童正將垃圾扔進擺放在村口
的分類垃圾桶。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