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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0日宣布：应以洛伊特哈德为主席的瑞士联邦委员会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月15日至18日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
其间，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月17日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月18日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奥委会。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10 日
电 新华社10日受权发布《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
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意
见》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防为主、防
抗救相结合，努力实现从注重灾
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
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
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
综合防范能力。

《意见》明确了防灾减灾救灾
体制机制改革要坚持分级负责、
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强化地方
应急救灾主体责任。《意见》指出，
对达到国家启动响应等级的自然
灾害，中央发挥统筹指导和支持
作用，地方党委和政府在灾害应
对中发挥主体作用，承担主体责
任。省、市、县级政府要建立健全
统一的防灾减灾救灾领导机构，
统筹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

《意见》要求，完善社会力量
和市场参与机制。建立社会力量
参与救灾行动评估和监管体系，
完善救灾捐赠组织协调、信息公
开和需求导向等工作机制。鼓励
支持社会力量全方位参与常态减
灾、应急救援、过渡安置、恢复重
建等工作，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
化防灾减灾救灾格局。

《意见》提出，加快巨灾保险制
度建设，逐步形成财政支持下的多
层次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统筹考
虑现实需要和长远规划，建立健全
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
度。鼓励各地结合灾害风险特点，
探索巨灾风险有效保障模式。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 月 10 日全天召开会
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
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
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

会议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
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
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面从
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
督的重要目的，也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

矩。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以党的旗帜为
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
意志，切实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
各项工作中去。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坚持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责任，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强化
政治领导责任，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贯彻

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凝神聚焦发
力，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实现

“十三五”良好开局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中央书记处

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协助党中央抓
全面从严治党，指导群团工作尤其是群团
改革，推动一批党内法规文件制定和实
施，配合办好一系列重要会议和重大纪念
活动，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绩。

会议强调，今年我们将召开党的十九
大，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全
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生
根，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要扎实做好党
中央部署的各项工作，紧紧围绕大局履职
尽责，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防
范和化解各种风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要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自觉接受党
内监督和各方面监督，加强党组自身建
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水平。

会议强调，中央书记处要带头讲政
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大局出谋划
策，突出重点抓好落实，不断提高运用科
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完成好党中
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本报北京 1 月 10 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国务院日
前印发《“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规划》提出，到
2020 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人均预期寿命在2015
年基础上提高1岁，超过77.3岁。

《规划》确定了卫生与健康领域要重点推进的 10 项
工作任务。一是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建立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位
一体”的防控机制。二是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与健康促进，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增强人民体质。三是加强妇幼卫生
保健和生育服务，保障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四是发
展老年健康服务，推动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五是维护好贫困人口、流动人口、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健
康，促进健康公平。六是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保持适度生
育水平。七是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
分级诊疗制度。八是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推进中西医
协调发展。九是加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体系建设，
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十是加快健康产业发展，支持
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健康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健康需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将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世界
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并访问瑞士国际组织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意见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印发
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将超过7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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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文武摄

本报北京1月10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统计局
10日发布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
上涨2％，涨幅比2015年扩大了0.6个百分点，实现了年初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的预
期目标。其中，12月份CPI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2.1％。

数据显示，2016年12月份CPI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这也是自 2016 年 9 月份以来 CPI 同比涨
幅首次收窄。12月份CPI环比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
分点。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0.4%，影响 CPI 环比上
涨约0.08个百分点。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2016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同比下降 1.4％，降幅比 2015 年收窄 3.8 个
百分点。其中，12 月份，PPI 环比上涨 1.6％，同比上涨
5.5％。 （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2016年CPI同比上涨2％
实现物价宏观调控预期目标

这是一次党性的锤炼，全体党员在学
习教育中夯实信仰根基，汇聚信仰之力；
这是一场作风的洗礼，党员干部在学习教
育中排查作风之弊，清除行为之垢；这是
一声前进的号角，广大党员在深化认识中
增强行动自觉，蓄积前行动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大
党员不断“对表”、学做结合，学得深入、做
得扎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让
广大党员在学习上有了新内容，行动中有
了新目标。各级党组织把学习贯彻全会
精神作为“两学一做”头等大事，通过制定
学习计划和方案，以多种方式组织党员干
部深入学习，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改，把

“两学一做”不断引向深入。

学深悟透，领会精神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
一领。”各级党员、干部谈到，树起灯塔才

能指明方向，拳头攥在一起才有力量，在
新长征路上，只有一心跟着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走，才能乘风破浪、披荆
斩棘、勇往直前。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一
致把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着力点放
在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上，放在筑牢忠于核心、维护核心
的思想根基上，坚定不移沿着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既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
新实践、新手段，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强化
自我修养、自我提升的精神食粮和行动
指南。

截至目前，大多数单位围绕学习贯彻
六中全会精神组织开展了 2 次以上专题
研讨。许多地方和单位在专题研讨中认

为，《准则》《条例》聚焦管党治党存在的突
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指病症、开药方，极大
地增强了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的责
任意识和政治担当。中央纪委机关、中央
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务院
办公厅、国家发改委等部门领导班子成员
在集中研讨交流时认为，要找好定位，精
准发力，把全会提出的相关任务和要求落
实好；北京、上海、广东、重庆等地方党委
在研讨交流时谈到，要牢牢把握全会主
题，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当好全国改
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
题的“金钥匙”，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
的“大熔炉”。学习教育中，不少地方和单
位党委（党组）表示，要让党内政治生活真
正严格起来，切实把《准则》提出的若干个

“必须”“严格”“不准”“不能”等硬约束、
“铁杠杠”入脑入心、落到行动。天津市委

从发生在身边的大案要案剖析中，深刻认
识到只有坚持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才
能消除组织肌体内的政治灰尘和政治微
生物；贵州、青海等省委班子指出，要把民
主集中制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
制度保障，用好这一抓班子带队伍的基本
工作方法，解决好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
中不够等问题；山西、中科院、保监会等地
方和单位党委（党组）在研讨交流时谈到，
学习贯彻执行《准则》，应该用好批评和自
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使之成为一种习
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

失去监督的权力，犹脱缰之野马，
必然滋生腐败。因此，领导干部要养成
在“探照灯”下工作和生活的习惯。一
些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班子成员认
为，党内监督无禁区、无例外，无论职务
高低，从事什么工作，都必须无条件接
受监督。 （下转第六版）

增 强 行 动 自 觉 蓄 积 前 行 动 力
——各级党组织以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为牵引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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