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4 代号1-68

WWW.CE.CN

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星期四
2017年1月

农历丙申年十二月十五

第12232号 （总12805号） 今日 16 版

日12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记者郑
明达） 1 月 11 日，外交部举行中外媒
体吹风会。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介绍
习近平主席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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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国际组织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一、关于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

李保东表示，习近平主席将于 1 月
15 日至 1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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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7年我国外交的开篇
之举，此次访瑞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家
主席首次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
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瑞士联邦主席洛
伊特哈德以及联邦委员会成员举行的迎
接仪式、正式会谈、签字仪式、会见记

者等活动，会见联邦议会两院议长，还
将同洛伊特哈德联邦主席共同会见瑞士
经济界代表。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各自
发展道路、内外政策以及共同关心的国
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
国关系未来发展绘制新蓝图。在两国领
导人见证下，双方将签署多项合作协
议，涵盖政治、自贸、文化、海关、能
源、发展合作、体育等诸多领域。

李保东指出，瑞士是最早承认中华
人民共和国并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之一。近年来，中瑞关系保持良好发展
势头。当前新形势下，中瑞关系正面临
新的发展机遇。两国发展战略有契合、
共通和互补之处，将给双方全面开展创
新合作开辟广阔的空间。中瑞两国加强
高层交往以及创新、自贸、发展等领域
合作，不仅能够实现互利共赢、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也将在国际关系中发出
积极政治信号，表明中瑞共同致力于维
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维护开放、包容的
全球贸易体制，推进国际治理体系向更
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相信这次访问
将推动充实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内
涵，为新时期的中瑞合作积蓄更多动
能，并为促进中欧合作和世界和平、稳
定、发展作出新贡献。

二、关于出席世界经济论
坛2017年年会

李保东表示，习近平主席将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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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年会主题为“领导
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出席会议期
间，习近平主席将在论坛年会开幕式发表

主旨演讲，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及
部分与会嘉宾进行对话交流。这将是中
国国家主席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中方愿与各方就共
同应对全球重大挑战、促进世界经济健康
稳定发展等广泛交流、深入探讨。

李保东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
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经济全球
化进程遭遇逆风，新一轮科技革命仍处于
酝酿之中，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
织，政治不确定性上升进一步增加了世界
经济前景的变数。在此背景下，习近平
主席出席会议受到各方高度关注。中方
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实现以下成果：
一是针对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
关切，阐述中方有关看法和主张，积极引
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着更加包容普惠的
方向发展。 （下转第二版）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
制改革的核心问题。1月11日，中办国办
印发《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
意见》，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幅度
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多引入市
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和效益。

实践表明，只有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才能够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好地
促进经济增长。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更大
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
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此次《指
导意见》的发布，进一步明确了要大幅度减
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好发挥政府
配置资源的引导和规制作用。

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当前需要解决政府越位、缺位、不到位并
存的问题，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
展。以政府“减法”换取市场“加法”，以政
府让利换取市场红利，加大简政放权力
度，积极推进行政管理、商事制度、投融资
体制、营改增等改革，为市场松绑。

更好发挥政府配置资源的引导和规
制作用，意味着需要更多地制定和运用政
策、法规规章、战略规划等，引导资源向新

兴产业和创新领域流动；通过制定和完善
法规规章，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
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为市场提
供规则、营造良好环境，促进市场公平竞
争。本届政府已大幅放宽电力、电信、交
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领域市场准
入，鼓励民营企业扩大投资、参与国有企
业改革。1月3日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工作
会议，明确 2017 年铁路将开展混合所有
制改革试点，意味着垄断领域混改破冰。

《指导意见》还提出了改革的一个核
心理念，即分类施策、有针对性地引入市
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对由全民所有的
自然资源，要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健全
管理体制，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对经
营性国有资产，要建立健全以管资本为主
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优化国有资本布

局；对用于实施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
目的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要坚持公平配
置原则，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基本公共服
务可及性和公平性。

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坚持辩证
法、两点论，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
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
的，而是相辅相成的，需要统筹把握、优势
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划清政府
和市场的边界，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
政府要简政放权，要松绑支持，不要去干
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
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
管出水平。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既要
有冲破既有利益藩篱的决心和勇气，还要
有稳步推进、对症下药的耐心和智慧。

（《指导意见》全文及解读见第六版）

隆冬时节，记者来到位于三峡库区腹
心的重庆云阳县。站在云阳新县城龙脊
岭生态文化长廊的两江交汇口，向长江和
澎溪河两岸望去，满眼都是绿意。

不久前，云阳县通过了重庆市级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验收。记者了解到，
云阳县通过实施生态屏障区建设、三峡库
区消落带治理、石漠化综合整治、水土流

失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功能修复保护
项目，高品质打造了“一江四河”生态屏
障，基本实现了长江干流以及四大支流绿
化全覆盖。

坚持保护修复，推进绿色发展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长江黄金水道贯

穿全境。2016年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
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为遵
循，切实落实长江经济带建设“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将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长江生态保护与修
复步伐明显加快。

重庆把绿色作为本底融入长江经济
带建设，坚决守住耕地、林地、森林三

条红线，划定了红线保护区域 30790 平
方公里。实施“蓝天、碧水、宁静、绿
地、田园”五大环保行动，大力推进长
江防护林建设、石漠化和消落带治理、
水土流失治理、退耕还林还草等重大生
态修复工程，重庆长江沿线森林覆盖率
提升到 49%。

（下转第十一版）

本报北京 1 月 11 日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1 日发
表《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白皮书内容，就中美亚太安全合作、亚太安全架
构、南海、反恐、朝核等问题答记者问。

据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言人胡凯红介绍，《中国的亚
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是中国在亚太安全合作政策方
面发表的第一份白皮书。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表示，作
为亚太和平的建设者和亚太安全的维护者，中国政府在
2017年开年之时发表这本白皮书，旨在让各方充分了解
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展现中方进一步加强地区安
全合作、维护地区稳定繁荣的积极意愿。

白皮书说，中国愿同地区国家促进共同发展，夯实
亚太和平稳定的经济基础；推进伙伴关系建设，筑牢亚
太和平稳定的政治根基；完善现有地区多边机制，巩固
亚太和平稳定的框架支撑；推动规则建设，完善亚太和
平稳定的制度保障；密切军事交流合作，增强亚太和平
稳定的保障力量；妥善处理分歧矛盾，维护亚太和平稳
定的良好环境。

白皮书指出，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努力走共建、共享、共赢的亚太安全之路。未来的
地区安全架构应是多层次、复合型和多样化的，其建设应
是地区国家的共同事业，建立在共识基础之上，与地区经
济架构建设协调推进。

白皮书还介绍了中国参与救灾、反恐、打击跨国犯
罪、网络安全、海上安全、防扩散与裁军等地区非传统安
全合作的情况。 （白皮书全文见第十、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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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有关情况

中国政府首次就亚太安全合作政策发表白皮书
重庆：绿色本底融入黄金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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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
洪观平

日前，在江苏省泰州市乐叶
光伏单晶硅电池和组件生产基
地，一场特殊的“擂台赛”——
全市重大竣工项目集体巡礼精彩
上演。

参加比武的主角是来自各个
市 （区） 的优质竣工项目，比武
比的是项目质量，比的是推进速
度，更比的是长远贡献。

据介绍，两年来泰州市共认
定新开工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879
个，已竣工220个，实际完成投
资 452 亿元，加上 2015 年以前
开工的项目，这次参加巡礼的项
目共 269 个，实际完成投资 677
亿元。

推进“优质项目突破”，是
泰州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致
力提高转型与创新含金量的一项
战略举措。近年来，泰州市以优
质增量带动存量整体提升，为经
济发展持续集聚转型与创新的新
动能。

在项目推进方面，泰州始终
紧盯世界 500 强、国内 100 强、
央企和上市公司，全力突破一批
投资规模大、产业层次高、创新
能力强、扩张和带动潜力足的龙
头型、基地型项目。与此同时，
泰州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更加聚焦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
器械、高技术船舶及海工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三大战略性主导产
业，推进项目集聚，培育产业
特色。

作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级医药
高新区，中国医药城目前已落户680多家国内外医药企
业，包括阿斯利康、赛洛菲、中外制药 （罗氏）、武田
制药、勃林格殷格翰5家全球前20强制药企业。

泰州市始终坚持转型与创新含金量，既注重实现项
目带来“金山银山”的高效益，也注重提升“绿水青
山”对于项目的承载力。

高港区长江岸线都是深度为 12.5 米的优质深水岸
线。该区特别委托专业机构编制沿江生态保护规划，把
其中 6.4 千米岸线调整为生活生态岸线，坚决否决了一
批项目，其中很多是投资规模达 10 亿元、20 亿元的大
项目。 （下转第十一版）

江苏泰州

：优质项目集聚转型新动能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张小燕

湿地修复湿地修复
生态怡人生态怡人

1 月 9 日，山东枣庄市
台儿庄运河湿地公园，游
人在林间驱车穿行。近年
来，台儿庄区着力改善运
河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
加大水域湿地治理修复力
度。目前运河湿地建设了
十里荷花长廊、水生植物
园 ， 种 植 乔 灌 木 30 余
种，湿地生态状况有效改
善，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
的场所。 高启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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