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记

者徐松） 国家主席习近平 24 日在
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
辛格、前财长保尔森。

在会见基辛格时，习近平赞赏其
数十年来积极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
展并作出的特殊贡献。习近平说，我
同奥巴马总统不久前通话，双方一致
同意将继续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
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确定了两国
关系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中美均
已完成政府换届。中美关系过渡平
稳，起步顺利，开局良好，我对此感
到高兴。双方要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
和机制性对话，厘清利益契合点，推
进各领域合作，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妥善处理分歧。双方要从大处着
眼，登高望远，从战略高度认识当今
时代形势，始终把握两国关系的正确

走势。同时要从小处着手，积微成
著。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
一点一滴的实践和积累。双方要加强
在双边领域的务实合作，保持在国际
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两国关
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基辛格说，我很荣幸能为美中关
系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几代领导人和
中国人民对我的友好情谊令人感动。
美中合作对两国和世界都至关重要。
双方可在事关和平稳定的重大问题上
深入沟通，扩大合作，这既有助于美
中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世界
的稳定与发展。

在会见保尔森时，习近平首先感
谢保尔森对四川芦山发生强烈地震的
深切慰问。习近平说，这场地震牵动
每个中国人的心。现在抗震救灾各项
工作正在有效、有序进行，中国政府

和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克服困难，取
得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胜利。

习近平说，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
持稳定发展。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沟
通，双方建立了90多个政府间对话机
制，在广泛领域开展互利合作。中国正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朝着

“两个百年”的目标前进。美国也在振
兴经济，推进改革。中美合作前景广
阔。习近平肯定保尔森中心近年来在推
进两国能源、环境、气候、人员培训等
领域合作所作努力，鼓励其继续为两国
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保尔森说，美中两国新政府都高
度重视发展美中关系，我对此感到振
奋。当前双方在振兴经济、能源、环
境、气候变化等领域面临机遇和挑
战，可进一步加强合作。保尔森中心
愿继续为此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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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国务院
总理 李 克 强 24 日 主 持 召 开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 ，部署安排进一步做好四
川芦山抗震救灾工作，把损失减少到
最小程度，决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
审批事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会议开始时，李克强提议，出席
会议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张高丽、刘延东、
汪洋、马凯、杨晶、常万全、杨洁篪、
郭声琨、王勇等全体起立，为四川芦
山地震中遇难的同胞和在抢险救灾中
英勇牺牲的同志默哀。

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
四川芦山抗震救灾最新情况汇报。会
议指出，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
4月 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精神，按
照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根据已明确
的以四川省为主、形成统一指挥体系
的安排，继续各负其责、加强指导、
协同配合，着力抓好以下工作：一是
目前虽然已经过了 72 小时“黄金救
援期”，但仍不能轻言放弃，要继续
全力科学搜救被困群众，排查盲点、

不留死角。这次地震伤员较多，要安
排足够的医护人员和血浆、药品等，
确保得到及时救治。二是发挥灾区基
层组织作用，做好受灾群众过渡性安
置。抓紧将急需的帐篷、衣被、活动
板房等物资调运到位，尽快将中央财
政下拨的补助粮款发到因灾无房可
住、无生活来源、无自救能力的“三
无人员”手中，保证受灾群众有安全
住所、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把强化
卫生防疫作为当前抗震救灾的重要任
务，备足消毒用品、药品，对重点区
域持续开展消杀工作，确保灾后无大
疫。三是针对气象变化带来的新情
况，加强监测预警，做好滑坡、塌
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应急防范，务
必避免新的人员伤亡。四是加大道路
抢通、保通、保畅工作，及时修复电
力、通信、供水等设施，开展废墟清
理、危房鉴定、拆除等工作。抓紧恢
复医疗机构、商业网点、学校等正常
运转，尽快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
五是及时组织开展灾害损失评估，科

学编制灾后重建规划和方案，适时启
动灾后重建工作。

为落实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
转变方案》，会议决定，第一批先行取
消和下放 71 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
重点是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

会议指出，这是深化改革、加快
职能转变的重要一步，必须精心组织
实施，做好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
及时公布，接受各方监督。对取消审
批的事项，要相应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下一步，各部门要加大减少和下
放行政审批事项工作力度，加快进
度，科学评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
各级政府要适应职能转变新要求，把
该放的事坚决放开，把该管的事管住
管好，以政府职能转变的新成效为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会议强调，政府工作千头万绪，
必须围绕大局，统筹兼顾。要在及时高
效、科学有序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
突发事件等的同时，继续抓好稳增长、
推改革、促升级等各项重点工作。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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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我党政治工作和工会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
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原主席倪志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年 4月 24日 15时在北京逝世，享年 79岁。

倪 志 福 同 志 逝 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政治工作和工会
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倪志福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倪志福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 本报记者 江 帆从一季度数据看经济形势 ③从一季度数据看经济形势 ③

保监会最新公布了保险业一季度
市场经营情况，数据显示，一季度全
国原保险保费收入 5150.6 亿元，同
比增长 6.5%，其中财产保险保费收
入 1512.8 亿元，同比增长 16.3%，人
身险保费收入 3637.8 亿元，同比增
长 2.9% ， 寿 险 保 费 收 入 为 3224 亿
元，同比增长 0.7%；健康险实现保
费 收 入 294.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8.8%；人身意外伤害险实现保费收
入 118.8 亿元，同比增长 16%。保险
市场略有回暖。

寿险月度数据呈改善趋势

一季度，寿险市场没有摆脱近年
来增长缓慢的趋势，同比增长仅为
0.7%，但一季度月度数据同比增速
却处于改善趋势中，与 1 月份和 2 月
份相比，3 月份寿险保费收入增速分
别达到了 157%和 46.6%。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环比数据改
善不足以说明寿险有转好迹象，且 2

月份数据还包含春节因素。湘财证券
研究所的戚海鹏认为，寿险月度数据
同比增速往往有很大的波动性，以上
市保险公司为例，去年三、四季度的
月度增速表现就非常明显，但之后增
速又会滑落，之后增速再重新上升，
甚至连平安寿险这样增速一直较平稳
的公司都表现出了波动性。“对这种
形态的解释只有一个，就是各公司在
使用短期的激励手段来修复业务增
速，例如短期的活动激励、停售老产
品、发售新产品等。”戚海鹏说，“在
行业没有找到新的增长路径前，月度
业务的增速回升无法证明持续性。”
戚海鹏说。

其实在年初的全国保险监管工
作会议上，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就表
示，2013 年将是保险业发展最艰难
的一年，由于保险业的外部环境和
自身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稳增
长的难度较大，行业发展方式亟待
转型。一季度寿险市场的低迷正是
目前内外环境现状的体现。就寿险

行业来说，目前囿于行业创新能力
不强、产品缺乏竞争力等深层次问
题，加上受投资收益不高、经验成
本上升等因素影响，目前改善行业
效益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纯保障型保险稳定增长

虽然整体增长仍缓慢，但局部也
有亮色，从四大上市寿险公司看，中
国人寿实现保费收入 1119 亿元，同
比下降1.6%；中国平安寿险实现保费
收入 556.7 亿元，同比增长 15%；中
国太保寿险实现保费收入 306 亿元，
同比下降 4.5%。新华保险保费收入
316 亿元，同比下降 10%。但与前 2
月中国人寿、平安寿险、太保寿险、新
华 保 险 保 费 分 别 出 现 -8.2% 、
15%、-9.7%、-11.6%的增幅相比，3
月份寿险保费收入有所企稳的同时，
各家公司的银保新单还出现了明显增
长，幅度在 5%到 10%之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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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芦山“4·20”7.0 级强烈地震

后虽然已过“黄金 72小时救援期”，但

搜救人员仍未轻言放弃，全力搜救被

困群众。与此同时，受灾群众基本生

活安置也同步展开。据统计，目前已

拨付雅安抗震救灾专项资金 17.25 亿

元，大量帐篷、棉被、折叠床、活动板房

运抵灾区，当地政府逐级给群众发放

必需的食品和生活用品，供电、通信、

交通正在全面恢复当中。我们为已经

取得的重大进展深感振奋，也对废墟

上重建新家园充满信心和期待。

地震不仅考验我们应对灾害的

能力，更考验我们自立自强的信念。

连日来，党和政府与灾区人民心相连，

全国各族同胞手相牵，灾区的广大干

部群众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全力投入

互助互救，在这块灾难频仍的土地上

凝聚起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不屈力

量，在艰苦考验中重拾生活的信心和

希望，共同缔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灾区首所“抗震希望学校”已经

升旗复课，志愿者们的震后心理援助

也已开始培训，帐篷学校里的琅琅书

声，活动板房上空的袅袅炊烟，呈现出

巴蜀大地上最坚毅的表情。灾难挡不

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艰险阻止不了

前进的脚步。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

强领导，有改革开放 30多年积累的强

大物质基础，有科学救灾、恢复重建的

宝贵经验，有血脉相连、众志成城的民

族精神，我们一定能再次书写战胜灾

难、重建家园的新传奇。

凝聚不屈力量 缔造美好明天
本报评论员

随着赈灾款物有序发放，卫生防疫全面展开，

学生恢复上课，群众生活秩序逐步稳定——

灾区重点严防次生灾害

4 月 24 日，四川雅安市芦山县抗震救灾

安置点的受灾群众正在收看新闻联播。

目前，芦山地震灾区群众生活秩序逐步

稳定，电力和通信等开始进入全面恢复阶段。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更多报道见五版、六版——

“抗震救灾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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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4月24日电 记者钟华

林 杨开新报道：四川省芦山“4·20”
7.0级强烈地震已是第 5 天，抗震救灾
进入最关键时期。四川省政府新闻办
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目前，地震灾区
搜救生命仍在继续，救灾物资正从四
面八方运往灾区，卫生防疫已全面展
开。与此同时，政府正加强监测预警
做好次生灾害应急防范。

来自民政部的 消 息 ，截 至 24 日
9 时，已有 4.7 万顶帐篷、19.9 万床棉
被、1 万件衣物、1 万张折叠床、200
个简易厕所、70 万平方米彩条布、10
万支蜡烛、7 万件食品、4 万件饮用水
和 900 个应急灯等救灾物资运抵地震
灾区；又有 1.7 万顶帐篷于 23 日夜间
发出、预计 25 日运抵成都。此外，四
川省民政厅也调运了省级救灾储备的
1 万顶帐篷、10 万床棉被、70 万平方
米彩条布、10 万支蜡烛和应急灯、方
便食品等物资。从武汉紧急调运的价
值 200 余万元用于抢救伤员的紧缺药
物也已抵达灾区。

道路抢通、保通、保畅方面，按照
交通运输部和四川省政府的要求，

“4·20”芦山地震交通保障组前线指
挥部决定，实行公路保通责任制，抢通
的公路由原施工队伍负责保通工作，
做到“随阻随抢，随抢随通”，保证生命
通道畅通。据悉，截至 24 日 14 时，随
着芦山县太平镇至大川镇的公路抢
通，地震灾区国省干线公路以及县乡
公路全部抢通。

电力恢复方面，距震中最近、地震
后暂停运行宝兴河各电站均已打开闸
门泄水，震中半径 150 公里范围内的
大型电站和工程建设情况正常。灾区
乡镇供电恢复率已达 95%，村恢复率
92.6%，户恢复率 96.4%。灾区通信也
进入全面恢复阶段。芦山、天全、宝兴
三个重灾县共 233 个行政村中，通信
恢复率为 63%。因地震受损的 724 个
通信基站已恢复 475个。

24 日，由希望工程援建的“抗震
希望学校”在芦山县国张中学举行开
学升旗仪式，这也是芦山强烈地震后
在灾区援建并全面复课的首所学校。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统一部署，地震灾
区中小学校将在 4 月 27 日左右全面
复学复课，并要求首先保证高三年级

复课。
据悉，针对气象变化带来的新情

况，地震灾区目前正加强监测预警，做
好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应急
防范，避免新的人员伤亡。目前已排
查出地质灾害隐患点 1712 处，在 196
个临时安置区及过渡安置点开展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复核已建重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176 处。废墟清
理、危房鉴定、拆除等工作也在有条不
紊进行之中。据悉，在经历汶川特大
地震、此次地震及不断发生的余震后，
芦山地震灾区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特殊
困难和矛盾，且雅安市属于典型的暴
雨集中区，极易产生群发、多发、破坏
性极大的地质灾害，确保受灾群众不
受到地质灾害二次伤害的压力很大。

截至 24 日 12 时，芦山地震造成
231 万余人受灾，193 人遇难，共救治
伤员 23959 人次，累计住院治疗 6144
人，累计出院 4633 人，转院救治 794
人。灾区已累计实施防疫消毒面积
116 万余平方米。灾区已发生余震
4088 次，最大余震 5.4 级。目前，全省
已转移安置 23.7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