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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成都 12 月 23 日电 12 月 23 日，在出席中日韩领导
人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四川省
委书记彭清华、省长尹力陪同下在成都考察。他强调，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改革创新，激活力解难题，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来到公交换乘服务中心项目施工工地，考察工程投
资建设。他专门了解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询问现场的农民工
工资多少、能不能按时拿到。他还到农民工生活区察看伙食和
住宿条件。李克强说，农民工是国家建设的功臣，是家里的顶梁
柱，扩大有效投资很多也要靠他们去干。要为农民工点赞，给他
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要压实责任，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拿到
工资，能够更好养家育儿，这天经地义，决不允许拖欠。他要求
加快解决政府项目拖欠账款问题，对不按合同执行、久拖不还的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予以处罚。

在网络理政中心，李克强听取自贸区发展、天府新区规划
建设汇报，考察当地推行一网通办、提高政务服务效能的做
法。他说，西部发展潜力大，释放潜力要靠更大力度改革开
放、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是关键。李克强叮嘱工
作人员，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你们要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阳光
服务、温暖服务，努力打造利企便民新高地、为全国发展营造
新亮点。

在菁蓉汇“双创”园区，李克强对这里发展新经济、培育新
动能、打造“双创”升级版予以肯定。他说，人力人才资源丰富
是中国发展独特优势，要优化创业创新生态，激发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激励更多人创成业创好业。创客们纷纷向总理
介绍自己的创新产品，李克强鼓励他们说，“双创”有无限创
意，众多有创意的个体汇聚在一起，热爱自己的事业，弘扬专
业精神，就能创造超乎想象的成果，锦官城乃至锦绣中华就能
锦上添花。看到正在开展交流活动的中日韩创客，李克强勉

励他们在思想碰撞、技术交流中实现个人梦想、促进中日韩
合作。

李克强十分关心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他来到成都银行自
贸区支行，了解小微贷款规模和利率等情况。他说，国家会加
大对直接服务小微企业的中小银行的支持，推动贷款需要的
涉企信息共享，完善考核办法，促进大中小银行形成服务小微
企业合理分工机制，希望中小银行也进一步提高小微贷款比
重。李克强与申请贷款的小微企业人员交流，听取建议。他
说，国家将进一步研究采取降准和定向降准、再贷款和再贴现
等多种措施，降低实际利率和综合融资成本，推动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明显缓解。

李克强充分肯定近年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希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部署，扎实苦干，敢闯敢拼，谱写发展新篇章。

肖捷陪同考察。

李克强在四川考察时强调依靠改革创新激活力解难题

增强发展动能保障基本民生

新华社成都 12 月 23 日电（记者郑明达、杨迪）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 23 日晚在四川成都会见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
会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

李克强表示，中韩互为重要近邻和主要贸易伙伴，两国建
交以来关系发展迅速，去年双边贸易额突破 3000 亿美元。今
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中
韩两国人文相近，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中方高度重视发展
两国关系，愿同韩方着眼大局，从长远角度处理中韩关系，增
强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推动中韩两国关
系持续健康发展，这对两国乃至东北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

荣具有重要意义。
李克强指出，面对当前世界经济贸易低迷和下行压力，

中韩双方要发挥互补优势，加强经贸合作，使中韩合作成为
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中方愿秉持开放包容的
态度，同韩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探讨开展第三方市
场、科技创新、服务业合作，深化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
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李克强强调，今年适逢中日韩合作 20周年。我们愿同韩
国和日本推进三方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特别是共
同促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签署，推动中日韩自

贸区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向本地区和世界发出积极信号。
文在寅表示，韩中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实现了共同发展，为东北亚和世界和平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不确定性增加的
背景下，我完全赞同各方应同舟共济，携手共迎挑战。韩方愿
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尽快取得务
实成果，增进双方国民交流，加强体育、文化、旅游合作。韩方
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早签
署，以实际行动维护自由贸易。

肖捷参加会见。

李克强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记者朱基钗）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 23 日发布数据显示，2019 年 11 月全国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5753 起，处理 8005 人，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 5779 人。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1538 起、违规发
放津补贴或福利 1470 起、违规公款吃喝 831 起、违规配备使
用公务用车 644起、大办婚丧喜庆 434起、公款国内旅游 248
起、楼堂馆所违规问题 99起、公款出国境旅游 13起、其他问题
（包括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
健身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违规接受
管理服务对象宴请等问题）476起。从查处干部级别来看，被
处理的人员中地厅级干部 58名、县处级干部 699名。

11 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5753 起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中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近日发出《关于认真做好“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做
好主题教育总结工作，通过认真总
结，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主题教育
总结工作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保
持奋斗精神和革命精神，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重整行装再出发，奋力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胜利。

通知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
是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
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做
好主题教育总结工作，对于确保主
题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巩固
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对于组织引导
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坚定理
想信念，践行为民宗旨，汇聚前进
力量；对于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党委
（党组）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
部署要求上来，切实负起责任，以
求真务实的作风，精心做好总结工
作，使总结的过程成为盘点收获、
查漏补缺的过程，成为深化认识、
总结规律的过程，成为凝心聚力、
促进事业的过程。

根据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
位要紧扣主题教育“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和“理
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
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
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任务，对本地
区本部门本单位主题教育开展情况
进行全面客观总结。既要总结主题
教育的有效做法、主要成效，也要实事求是分析存在问题；既
要总结主题教育的成功经验、重要启示，也要提出巩固拓展主
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建议，研究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
度。各省（区、市）和有第二批主题教育任务的中央和国家机
关、中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要上下结合，对两批主题教育情
况进行总结。中管高校要紧扣主题教育着力点，做好总结。
中央指导组、中央巡回督导组要加强对所联系单位总结工作
的督促指导。

通知要求，要把做好第二批主题教育评估工作作为总
结工作的重要内容。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参照实施的领
导班子，要按照《关于做好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评估工作的通知》精神，开展自查评估。中管高校的
评估工作由各中央指导组具体组织实施。其他单位的评估
工作，由各地区、各行业系统巡回指导组具体组织实施，中
央巡回督导组要加强指导。基层党组织要结合专题组织生
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对主题教育情况进行自查评估。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中管高校和有第二批主题
教育任务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
要在全面总结主题教育的基础上，认真撰写总结报告。
中央指导组、中央巡回督导组要认真审阅所联系单位的
总结报告。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总结工作与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持续
抓好理论武装、推进整改落实、搞好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不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要与做好当前中心工作结
合起来，与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结合起来，与应对各种风险
挑战结合起来，把主题教育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
动中激发出来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立足岗位、发奋工作
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确
保圆满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为做好明年工作奠定坚实基
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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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记者胡浩）规范校外培
训机构发展，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教育部门努力
推进的重点。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校外教育与培训监管处处
长徐攀表示，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强化四个方面的规则意识，
严于自律，营造良性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在日前举行的第九届全国培训教育发展大会上，徐攀说，
校外培训机构一是要坚决转变应试导向，“不要再搞超前超标
培训和应试教学的老一套，加重学生课外负担”。二是要规范
收费退费行为。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
超过 3个月的费用。希望培训机构不要受经济利益驱使，通过
打折、返现等方式，诱导家长超期交费，也不要违反市场规律，
不顾自身发展状况，盲目扩张。三是严禁将校外培训与招生入
学挂钩，“这是一条红线，也是一道底线”。培训机构严禁组织
或与中小学联合组织与招生入学挂钩的各种竞赛、夏令营、研
学活动，一经发现，一定会严肃查处，依法依规追究培训机构、
有关学校和相关人员责任。要合理宣传，不夸大培训作用，不
渲染焦虑情绪。四是线上培训机构要抓紧做好备案。线上培训
机构备案工作是当务之急，从事线上培训的机构要积极主动
申请备案，按照要求提供备案材料，自觉接受监督管理。

教育部：校外培训机构

应强化四条规则意识新华社记者韩冰、杜白羽

岁末回首，假如用一个字形容今年的世界局势，恐怕很多人
会说：“乱！”

这一年，世界乱象丛生。
有强权横行之乱——美国大搞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在全球

挑起经贸摩擦、肆意干涉他国事务，干扰全球价值链，导致市场
情绪频繁波动，地区动荡此起彼伏；

有社会撕裂之乱——从智利到玻利维亚，示威骚乱在拉美
多国频繁出现；在法国，从“黄马甲”运动到“全国大罢工”，人们
看到西方社会民意分裂、难以聚力前行的最新样本；

有恐袭枪击之乱——恐怖袭击令新西兰小城克赖斯特彻
奇、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遭遇“至暗时刻”；美国屡次发生大规模
枪击案，枪支泛滥危害让美国字典网把“生死攸关”选为 2019 年
度词；

有经济失速之乱——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世界经
济增速将创 2008 年以来最低水平，“不确定性”成为多国发展面
临的“通病”。

乱，带来不安、焦虑、痛苦；乱，意味着迷茫、困难、挑战；乱，
也呼唤反思、担当、行动。岁末之际，我们回首过去，要以乱为
鉴，读懂肇乱之因，寻觅兴治之径。

世界之乱说明，霸凌霸道要不得。
对世界来说，这一年，假如美国不那么霸道蛮横，处处兴

风作浪，世界怎会这样乱，发展前景又怎会这样“悬”？对美国
来说，搅乱世界贸易的恶果终归是由本国农民、商人、消费者
埋单；表面看似威风凛凛，到头来连多个欧洲盟友都与其疏
远。从 G7 峰会到北约峰会，美欧关系之冷、峰会成果之少，
史上罕见。日本《选择》杂志等媒体近年来多次指出，美国已
成为国际秩序“最大不稳定因素”。

世界之乱说明，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些乱象，比如拉美、北非、法国示威抗议频发，一个重要

原因是发展出现问题，或社会分配不均，或增长裹足不前，或
改革推进困难。

发展之道，在于从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路。很多国际
专家学者指出，西方之乱的“乱源”，来自西方制度的根本矛
盾。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困境，症结之一在
于，其直接移植西方政治经济体制，而未能立足自身国情，选
择适合自己的道路。事实一再证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绝
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世界之乱还说明，大国担当不可少。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呼唤更多正

能量。在大变局中，大国要有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大国要有大

国的情怀与风范。唯如此，完善全球治理之路才能有正确引
领。在这方面，中国知行合一，世界有目共睹。

2019 年，中国领导人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等场合，着眼
全球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提出治病救弊的中国方案，为处在
大变局中的各国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信心。“四个坚持”、携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主张，为破解世界乱象提供了对
症下药的良方。

从硕果累累的“一带一路”建设到盛况空前的进博会，中
国始终是带动发展、创造机遇的力量；从积极运筹同主要大国
关系到全面加强同周边国家关系，中国始终是推动世界合作
与稳定的力量；从对国际热点问题坚持劝和促谈，到坚定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中国始终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的力量。

“中国维护了多边主义体系的健康与活力”“中国为全球
治理提供新经验和启示”“中国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全球发
展作出巨大贡献”……从第 73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埃斯皮诺萨
到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国际政要和其他各界人士对中国
作用和贡献给出中肯评价。

从这些点赞中，不难读出人们对中国作为世界大变局中“稳
定器”的赞赏，以及对“中国之治”启迪“世界之治”的期许。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

世界图治当以乱为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
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近日发
布。意见明确指出，实施公平统一的市场监
管制度，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这为营造更好
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指明方向。

民营企业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放管服
改革，一大批为市场主体诟病的审批权下放，
让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享受到
巨大的政策红利。但简政不是减责，而是更
有效的监管、更优质的服务。这对各级政府
的治理能力、治理水平都提出更为艰巨的
考验。

该管的管到位，首先要公平。对所有市
场主体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以制度构建规
范政府监管，通过信用等制度体系建设对所
有市场主体进行公平统一监管。同时要深化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各类所
有制企业平等获得资源要素。

该管的管到位，关键是不缺位、不越位。
要创新服务模式，经常性倾听企业意见、诉

求，创造性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滴灌”式服务，指导企业用好
惠企政策，努力打造对民营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模式和服
务链条。要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在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中，坚持存量清理和增量审查并重，持续清理和废除妨碍统
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要推动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真正落到实处，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
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切实推进我国产业政策由差异
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

该管的管到位，核心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在制定实施涉
企政策时，既要让相关企业有表达诉求的通道，更要充分听取
企业的意见建议，对合理的意见建议，真正做到政策制定时
“听进去”，政策出台后“有反映”。要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
杜绝“拍脑瓜”定政策，根据实际设置合理过渡期，给企业留出
必要的适应调整时间，政策执行要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一刀
切”。要理直气壮地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只有稳定企业
预期，才能真正稳住投资，稳住企业家改革创新的良好势头。

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准入难、
融资难、回款难、中标难、维权难、转型难等一些发展中的困
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仍然困扰着民营企业，亟待
完善有关制度，出台切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加以破解。从政府
的角度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管到位”这个大课题，切实提高
政府服务意识，切实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为民营企业改革创
新、转型升级、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强大助力。

（记者安蓓）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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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支持民企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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