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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策加力提效 幣策鬆緊適度
政治局會議指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下半年要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前日
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當前經濟形勢
和下半年經濟工作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
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和建議。中
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
話。他強調，要增強信心、保持定力、堅定底
氣，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
總基調，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既要看到經濟
運行中的困難和問題，又要看到我國經濟長期向
好的趨勢沒有變，堅定不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扎扎實實推動經濟高
質量發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汪洋、王滬寧、

韓正出席座談會。李克強通報了上半年經濟工作
有關情況，介紹了中共中央關於做好下半年經濟
工作的考慮。

謝黨外人士為政府分憂
座談會上，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民盟中央主

席丁仲禮、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進中央主席
蔡達峰、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致公黨中央主席
萬鋼、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武維華、台盟中央主席
蘇輝、全國工商聯主席高雲龍、無黨派人士代表
李稻葵先後發言。他們贊同中共中央對當前我國
經濟形勢的分析和下半年經濟工作的考慮，並就
促進經濟總體平穩發展、做好系統性科技戰略佈
局、完善技術市場、推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
業融合發展、推動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提高行
政效能規範服務市場、做好民營企業重大風險防
範化解工作、發揮科技型民企的創新引領作用、
保護走出去企業合法權益、深化自由貿易試驗區
改革、建立扶貧長效機制、推動「一帶一路」創
新合作與民心相通等提出意見和建議。
習近平強調，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和
無黨派人士圍繞黨和政府中心工作，聚焦創新驅
動引領高質量發展、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微觀主體
活力等重大問題，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形成一系
列高質量的調研成果，為中共中央決策提供了重
要參考。特別是主要負責同志堅持問題導向，親
自帶隊赴貧困地區，聚焦堅持目標標準、提高脫
貧質量、增強脫貧實效等開展民主監督，為黨和
政府分憂、為國家發展盡力。習近平代表中共中
央向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習近平指出，大家在發言中充分肯定了上半年

經濟工作取得的成績，並就如何分析和判斷當前
經濟形勢、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提出了針對性很
強的具體意見，有關部門要認真研究、積極吸
納。

給大家提出三點希望
習近平強調，下半年，我們要舉行新中國成立

70周年系列慶祝活動，做好經濟工作意義重
大，各地區各部門要再接再厲、繼續前進。習近
平給大家提出3點希望。一要正確認識經濟形
勢，增強信心、堅定決心。當前，我國經濟形勢
總體是好的，但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國內
條件在發生深刻而複雜的變化。只要我們保持定
力、站穩腳跟，在埋頭苦幹中增長實力，在改革
創新中挖掘潛能，在積極進取中開拓新局，中國
經濟航船就一定能夠乘風破浪、行穩致遠。希望
大家準確把握中共中央關於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
和判斷，引導廣大成員增強信心、堅定決心，為
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二要聚焦重點目標任務，發揮優勢、獻計出

力。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
階段，轉變發展理念、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
動力不會一帆風順。希望大家聚焦中共中央關注
的重點問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問題，
發揮各自專業特長和特色優勢，深入研究，提出
有見地、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
三要正確對待發展道路上的困難挑戰，勇於擔

當、盡心盡責。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走過
了不平凡的路程。我們既要堅信中國的發展前途
光明，又要充分認識到道路曲折、困難很多，發
揮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
勢，集中力量辦大事，打好防範和抵禦風險的有
準備之戰，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
戰。希望大家旗幟鮮明、勇於鬥爭，積極主動發
聲，理直氣壯駁斥錯誤言論，講好中國故事，積
極傳播中國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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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認為，今年以來，面對國
內外風險挑戰明顯增多的複

雜局面，各地區各部門貫徹黨中
央決策部署，打好三大攻堅戰，
適時適度實施宏觀政策逆周期調
節，有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上半
年經濟運行延續了總體平穩、穩
中有進的發展態勢，主要宏觀經
濟指標保持在合理區間，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持續推進，改革開放
繼續深化，就業比較充分，精準
脫貧有序推進，人民生活水平和
質量繼續提高，推動高質量發展
的積極因素增多。

必須增強憂患意識
會議指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

新的風險挑戰，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
大，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把握長期大
勢，抓住主要矛盾，善於化危為機，
辦好自己的事。
會議強調，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

意義重大。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
基調，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
主線，堅持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
量發展，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堅持
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
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統籌國

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做好穩增
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
風險、保穩定各項工作，促進經濟
持續健康發展。要實施好積極的財
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
策要加力提效，繼續落實落細減稅
降費政策。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
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會議要求，要緊緊圍繞「鞏固、增
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深化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產業基礎能力
和產業鏈水平。深挖國內需求潛力，
拓展擴大最終需求，有效啟動農村市
場，多用改革辦法擴大消費。穩定製
造業投資，實施城鎮老舊小區改造、
城市停車場、城鄉冷鏈物流設施建設
等補短板工程，加快推進信息網絡等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深化體制機制改
革，增添經濟發展活力和動力，加快
重大戰略實施步伐，提升城市群功
能。採取具體措施支持民營企業發
展，建立長效機制解決拖欠賬款問
題。加快「殭屍企業」出清。有效應

對經貿摩擦，全面做好「六穩」工
作。加大對外開放，加緊落實一系列
重大開放舉措。

堅持「房住不炒」定位
會議提到，要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對製造業、民
營企業的中長期融資，把握好風險處置
節奏和力度，壓實金融機構、地方政
府、金融監管部門責任。科創板要堅守
定位，落實好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註
冊制，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堅持房子
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落
實房地產長效管理機制，不將房地產
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鞏固拓展
脫貧成果。實施好就業優先政策，做
好高校畢業生、農民工、退役軍人等
重點群體就業工作。保障市場供應和
物價基本穩定。高度重視安全生產，
加強自然災害防治。各級黨委和政府
要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盡心盡
責做好各項工作，以優異成績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

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審議《中國

共產黨問責條例》和《關於十九屆中央第三輪巡視情況的綜合報

告》。會議強調，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繼續落實落細減稅降費

政策。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中共中央總

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會議指出會議指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新的風險挑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新的風險挑
戰戰，，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必須增強憂患意必須增強憂患意
識識。。圖為福建一間鞋廠的生產線圖為福建一間鞋廠的生產線。。 新華社新華社

修訂中共問責條例 促牢記初心使命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召開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為深入貫徹黨的
十九大精神，落實中央黨內法規制定
工作五年規劃，黨中央對《中國共產
黨問責條例》進行修訂。要堅持以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
指導，貫徹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
把「兩個維護」作為根本原則和首要
任務，督促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
部牢記黨的初心使命、負責守責盡
責、忠誠乾淨擔當，始終同黨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和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貫徹執行。
會議強調，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堅
持嚴字當頭，做到失責必問、問責
必嚴，把制度的剛性立起來。各級
黨委（黨組）要負起主體責任，紀
委要履行好監督專責。黨的工作機

關要立足本職，敢於問責、善於問
責，提高制度化、規範化水平。要
堅持嚴管厚愛結合、激勵約束並
重，對受到問責、過後表現突出的
幹部，符合條件該使用的可繼續使
用，樹立鮮明的幹事導向。

對中管企業巡視全覆蓋
會議指出，黨的十九大以來，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巡
視工作，對深化政治巡視、建立巡視
巡察上下聯動的監督網作出明確部
署。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深入學習
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堅決落實黨中央要求，已組織
開展3輪巡視，完成了對中管企業的
全覆蓋，取得明顯成效。
會議強調，從巡視情況看，中管

企業管黨治黨意識和責任明顯增
強，改革發展取得明顯成效，為推
動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
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重大貢獻，
但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要抓好巡
視整改和成果運用，強化整改主體
責任和監督責任，把整改與「不忘
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結合起
來，督促黨組（黨委）提高政治站
位，履行黨和國家賦予的責任使
命，緊密結合實際加強黨的建設，
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
略，有效防範化解各類風險。
同時，要把整改與日常監督結合

起來，依規依紀依法處置問題線
索，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鍥
而不捨糾治「四風」，舉一反三、

查找漏洞，健全監督制度，把全面
從嚴治黨要求落實到企業各層級各
領域。把整改同深化改革結合起
來，綜合用好巡視成果，不斷增強
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推動中管企業高質量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央視昨日發表題為
《保持穩中有進發展態勢》的評論
員文章指出，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
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
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
作。
文章說，今年上半年，面對外部環
境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強和國內經濟運
行新變化的複雜情況，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總攬全局，科學決
策，引領中國經濟保持平穩健康發展
的良好勢頭。主要宏觀經濟指標運行
在合理區間，經濟結構持續優化。人
們看到，中國經濟韌勁十足，中國依
然是外商投資的熱土。

化壓力為動力應對挑戰
文章強調，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

新的風險挑戰，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
識，把握長期大勢，抓住主要矛盾，
善於化危為機，辦好自己的事。這就
要求我們在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中，
既要增強底線思維，做好充分準備，
化壓力為動力，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
戰。又要堅定信心，主動作為，把握
好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發
展態勢，不斷增強經濟發展活力和內

生動力。
我們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堅持穩
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統籌做好穩增
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
風險、保穩定各項工作，心無旁騖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確保順利實
現全年發展目標。

保持穩中有進發展態勢央視
快評

下半年經濟部署
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繼續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

貨幣政策：鬆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內需：深挖國內需求潛力，有效啟動農村市場

金融：加大對外開放，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對製造業、民
營企業的中長期融資

科創板：落實好註冊制，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房地產：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

資料來源：新華社

■會議強調，要把整改與日常監督結
合起來。圖為河北景縣紀委監委幹部
（左一）給留智廟鎮白草窪村黨員講
廉潔黨課。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