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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方面改革呈现纵深推进、成
效益显的良好态势，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取得新突破，增强了市场主体活力
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在国家发展改革
委 19 日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经济
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徐善长说。

徐善长表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为重点，持之以恒推动改革举措精准落
地。对近年来已经出台的改革举措，坚持
久久为功、持续发力，以钉钉子精神、聚焦
聚神聚力抓落实，注重抓好起标志性、关
键性作用的改革举措，推动各项改革不断
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增强改革执行力，使
改革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
所向。

“放管服”改革方面，发展改革系统进
一步减少审批，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不断优化管理和服务。“比如，在投融资体
制改革方面，颁布实施了投资管理领域第
一部行政法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
管理条例》，第三次修订发布《政府核准的
投资项目目录》，报请国务院印发实施《清
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
等。”徐善长说。

价格改革方面，电力、成品油、天然
气、水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取得新成
效，医疗服务、铁路客运等服务价格改革
也取得重要进展。国有林场林区、电力体
制、盐业体制等重要行业改革举措落地精
准、进展顺利；对外开放方面，贯彻《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的若干意见》，统筹推进利用外资、对外投
资等重点改革，加快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
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生态文明目
标评价考核、设立统一规范的生态文明试
验区等重大制度取得突破，进一步完善主
体功能区制度，稳步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此
外，新型城镇化、创新驱动发展、社会事业
等重点领域改革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
效，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发挥重要作用。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稳预期增信心为重点，
积极主动谋划推进既有利于解决当前问
题，又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重要改革。”徐
善长还回应了一些热点领域改革的情况。

去年11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
的意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台的
产权保护顶层设计。徐善长表示，围绕保
障竞争、公平、统一的市场经济秩序，目前
国家正加快推进民法典编纂工作。

对于广受关注的公车改革进展，徐善
长表示，中央和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已全部
完成；目前，除西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外，其他省份省直机关车改已全部完
成，已有26个省份完成了地市级车改、近
20 个省份完成了县级车改；中央和国务
院直属的11家事业单位车改方案即将审
核批复；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105家中央
企业车改方案均已批复。

截至目前，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
第一批脱钩试点已基本完成，132 家全国
性行业协会商会实现与行政机关脱钩。
徐善长表示，第二批144家协会商会的脱
钩试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第三批脱钩试
点今年也将全面启动。

据悉，为统筹规范推进各类改革试
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充分利用国家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平台，指导地方和基
层推动各试验区紧扣改革主题、坚持问
题导向、提高改革质量、强化制度供
给，率先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实现改革
新突破，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
度性经验。同时，加快推进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服务业综合改革、全面创
新改革试验、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
点、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和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试点示范等专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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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举办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专题新闻发布会——

多 领 域 改 革 向 纵 深 推 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本 报 北 京 1 月 19 日 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19日公布《石油
发展“十三五”规划》《天然气发
展“十三五”规划》称，“十三五”
时期我国石油需求仍将稳步增
长，但增速进一步放缓，石油在
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保持基
本稳定。能源结构调整进入油
气替代煤炭、非化石能源替代
化石能源的更替期，应大力提
高天然气消费比例。

《石油发展“十三五”规划》
明确，“十三五”时期，年均新增
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10 亿吨左
右。2020 年国内石油产量 2
亿吨以上，构建开放条件下的
多元石油供应安全体系，保障
国内 2020 年 5.9 亿吨的石油
消费水平。为保障目标完成，
将加强勘探开发保障国内资源
供给。陆上和海上并重，加强
基础调查和资源评价，加大新
区、新层系风险勘探，深化老区
挖潜和重点地区勘探投入，夯
实国内石油资源基础。巩固老
油田，开发新油田，加快海上油
田开发，大力支持低品位资源
开发，实现国内石油产量基本
稳定。

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
景下，能源绿色转型日益迫切，
这需要大幅提高天然气占比。

《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提
出，2020年国内天然气综合保
供能力达到 3600 亿立方米以上。其中，常规天然气“十
三五”时期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3 万亿立方米，到 2020 年
累计探明地质储量16万亿立方米；页岩气“十三五”期间
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万亿立方米，到2020年累计探明地
质储量超过 1.5 万亿立方米。据悉，“十三五”时期天然
气供应将以立足国内为主，加大国内资源勘探开发投入，
不断夯实资源基础，增加有效供应；构筑多元化引进境外
天然气资源供应格局，确保供气安全。

在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地区，规划提出，将以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东北地区为重点，推进重点城市“煤改
气”工程，扩大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大力推进天
然气替代步伐，替代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工业窑
炉、燃煤设施用煤和散煤。同时，还将提高天然气发电比
重，扩大天然气利用规模，鼓励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等
高效利用项目，有序发展天然气调峰电站。在可再生能
源分布比较集中和电网灵活性较低区域积极发展天然气
调峰机组，推动天然气发电与风力、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
发电融合发展。2020年天然气发电装机规模达到1.1亿
千瓦以上，占发电总装机比例超过5%。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随着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加
快，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提高，可有效降低污
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1 月 19 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例行新
闻发布会公布相关数据。2016 年交通
运输经济运行情况良好，贴近民生 13 件
实事全部完成，今年新增改建农村公路
20万公里等11件贴近民生实事。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位运行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徐成光介
绍，据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交通
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客
运结构持续优化，货运量、港口吞吐量主
要指标走势“前低后高”，固定资产投资
持续高位运行。

客运结构不断优化。铁路客运保持
较快增长，全年完成客运量28.1亿人，增
速达 11%；公路客运完成营业性客运量
156.3 亿人，同比下降 3.5%；水路完成客
运量 2.7 亿人，与去年基本持平；民航客
运持续快速增长，完成客运量 4.9 亿人，
增速为 11.8%。铁路、民航客运量占比
提高分别达到14.7%和2.5%。

货运增速逐季加快。全年全社会完
成营业性货运量 433 亿吨，同比增长
5.7%，其中 4 个季度增速分别为 2.2%、

3.8%、5.1%和10.7%，显现逐季加快的运
行态势，与宏观经济走势基本一致。

港口生产呈现“前低后高”。全年规
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18 亿吨，
同比增长 3.2%，增速较上年回升 1.3 个
百分点。前三季度增速保持在 2%左右，
四季度增速明显提高，达5.8%。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位运行。
全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85 万亿
元。其中，铁路完成投资 8015 亿元，顺
利完成8000亿元年度投资目标；公路建
设完成投资 17787 亿元；水运及其他建
设完成投资 1894 亿元；民航完成投资
770亿元。

交通保障民生水平提高

截至去年年底，交通运输部承诺的
2016年贴近民生13件实事全部完成，交
通服务民生能力大大提升：新建改建农
村公路 29.3 万公里，5500 个建制村通客
车，完成约 7.19 万公里的公路安全生命
防护工程，完成 3021 座危桥改造工程，
完成112处（1041公里）公路地质灾害易
发路段的处治工作⋯⋯

据介绍，今年交通运输部还将推进
11 件实事，包括：新改建农村公路 20 万
公里，贫困地区 7000 个建制村通硬化
路；提高长江干线航道公共服务水平；实
施乡道及以上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8
万公里；实施乡道及以上公路危桥改造
1800 座；实施完成 400 公里干线公路地
质灾害处治；新增通客车建制村 4000
个；开展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建设工程，
启动 50 个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
建设；实施服务船员“口袋工程”，新增30
万用户，服务船员总数达到 120 万；推行
机动车驾培机构培训服务模式改革覆盖
率 80%以上；基本实现跨省大件运输网
上并联许可；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实现二
级以上客运站覆盖率90%以上。

物流大通道建设将加速

2016年12月，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
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推进物流大通道建
设行动计划（2016—2020 年）》，将重点
推进11条物流大通道和85个节点建设，
落实 5 项重点任务，力求到 2020 年，基
本形成物畅其流、集约高效、智能绿色的

物流大通道体系，全面带动和提升全社
会物流服务水平。

这5项任务包括：一是优化网络货运
结构，着力推进通道内铁路货运、内河水
运发展，加强公路繁忙区段扩能改造，连
通重点沿边口岸，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
板，合理引导铁路和内河水运在长距离、
低附加值货物运输的分担比例稳步提升。

二是改善节点服务功能，以联运枢
纽所在城市为核心，推动建设一批影响
力大、辐射带动力强的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并配套完善城市对外运输通道、强
化城市内重点港站枢纽集疏运体系建
设，全面强化枢纽（城市）辐射能力。

三是提升货运组织水平。在通道内
对先进运输组织方式进行先行先试，重
点强化多式联运及同一运输方式干支运
输的协同高效。

四是强化运行协同管理。在通道上
推动建立区域间、部门间政策的协调联
动机制。

五是推进标准化信息化建设。重点在
通道内推动建立由物流单元、运载单元、
运输工具、转运装备组成的运输装备标准
体系，推进跨部门政务信息互联互通。

去年交通贴近民生13件实事全部完成

今年将新改建农村公路20万公里
本报记者 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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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9 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孙继文在 19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美
经贸关系问题表示，中美经贸合作“合则两利，斗则俱
伤”，这是由双方利益融合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孙继文表示，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和“推进器”，本质是互利共赢，维护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
关系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巨大利益。最
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联合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一
份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美中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
国创造了约 260 万个就业岗位，为美经济增长贡献了
2160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内生产总值的 1.2%。随着中
国民众购买力提升，预计到 2026 年，美对华货物和服务
出口将增至3690亿美元。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使美国
物价水平降低了1至1.5个百分点。

孙继文说，中方注意到当前美国国内时不时传出一
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中美经贸关系“合则两利，斗则
俱伤”，这是由双方利益融合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相信
中美双方能够通过对话和协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中
美经贸关系不会根本脱离互利共赢轨道。我们愿与美国
新一届政府携手合作，继续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
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商务部：

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本报深圳 1 月 19 日电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市规
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今天公布《商品住房和商务公寓预、
现售价格管理操作细则》。《细则》规定，对商品住房和商
务公寓预、现售价格进行管理，开发企业申报均价不得明
显高于周边同类房源销售均价。这是深圳市规土委根据
2016年10月4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深圳市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有关规定，制定的操作
细则。

《细则》 规定，建立商品住房和商务公寓预售审批
预审查制度。按照《若干措施》的相关规定，拟申请预
售项目属首次申请预售的，其户型 （按建筑面积小于
90平方米、90—144平方米、大于144平方米三种类型
计） 申报均价不得明显高于周边同类同户型在售项目的
销售均价，周边无同类在售项目参考的，可参照周边同
类二手房价格；拟申请预售项目属分期开发再次申请预
售的，其户型申报均价不得高于本项目前一期实际销售
价格，如前一期销售的项目无同类户型或价格明显低于
当前市场平均价格的，可参照周边同类同户型在售项目
的销售均价。预售受理时间由深圳市规土委按照前期已
报预售计划做全市统一调配，对预售项目的价格高低进
行搭配。

深 圳 出 台 房 价 调 控 细 则
新房备案价不得明显高于周边房价

1 月 4 日，宁安高速公路于都县禾丰段俯瞰。当日，江西省宁安高速等 12 条新建成高速公路同时通车，标志着江西省高速公路
总里程基本建成6000公里。 本报记者 赖永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