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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记者朱基钗） 截至 10
日，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15个中央巡视组已全部进
驻29所中管高校开展专项巡视，进驻4个省区进行巡视

“回头看”，进驻4家单位开展“机动式”巡视。
经中央批准，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将对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
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
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
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等29所中管高校党委开展
专项巡视。同时，对内蒙古、吉林、云南、陕西等4个省区开
展“回头看”，对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等4个单位试点开展“机动式”巡视。

根据安排，中央巡视组将在上述地方和单位工作 2
个月左右，设专门值班电话、专门邮政信箱，受理反映该
地方和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
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
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
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

据了解，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过后，十八届中央
巡视将完成对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
机关、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和中管高校的全
覆盖，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目标。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 10 日在回应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一案时
说，中方希望韩国保持政局稳定。他同时再次敦促韩国
停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为两国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
道扫清障碍。

耿爽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有关弹劾案是韩国的
内部事务，中方不作评论，“作为邻国，我们希望韩国能保
持政局稳定”。

关于对朴槿惠的评价，耿爽说，朴槿惠前总统在任期间，
为推进中韩关系做了大量工作，中方对此予以肯定。同时，她
在任期间，韩国政府作出了同意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
决定，这影响了两国关系发展，我们也表明了反对态度。

耿爽说，中韩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建交 25 年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取得很大进展，给两国人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方对中韩之间的交流合作始
终持积极和开放态度，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他说，目前中韩关系发展面临困难，症结就是“萨德”
问题。在“萨德”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非常明确和坚定的。

“我们希望韩方正视中方关切，倾听民众呼声，切实
以两国合作以及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为重，停止有关部
署进程，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扫清障碍。”耿爽说。

韩国宪法法院 10 日宣布通过针对总统朴槿惠的弹
劾案，朴槿惠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名被弹劾罢免的总统。

此前，韩国国防部确认，部分“萨德”系统装备已于6
日晚运抵首尔以南约70公里处的美军驻韩国乌山空军基
地。据韩国媒体报道，抵韩装备中包括两台发射架，其他相
关装备将在一到两个月内陆续抵达韩国，在完成有关程序
后被部署在星州高尔夫球场，最早可在4月开始服役。

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等就货币政
策、汇率、外汇储备等热点问题回答了
中外记者提问。周小川在回答经济日
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提问时表示，大水
漫灌对经济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导致资
产价格泡沫等各种问题，“我们不搞大
水漫灌”。

货 币 政 策 稳 健 中 性
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今年以来，央行使用各类工具进行
操作，一些人认为，央行在引导资金利率
上行，更有甚者认为货币政策在收紧，甚
至有加息的可能。对此，周小川回答经
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提问时表示，央
行使用各种工具确实可能也带有引导市
场价格、引导预期同时传导货币政策的
意图，“但是也不见得对每次操作数量、
价格都要作出过度解读”。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继续实
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保持稳
健中性。周小川认为，货币政策在稳健
方面适当做得更加中性一些，有利于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企业要“三去一
降一补”，如果货币太松的话，压力就不
够，所以要从多方面综合考虑。

关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问题，周小
川表示，融资难、融资贵现象始终存在，
但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比例每
年都在上升。现在人民币企业贷款 60 多
万亿元中，已经实现了贷款余额大、中、
小微企业三分天下。现在银行业、金融业
也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更多地
面向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因此，融资难
问题会逐渐有所缓解。

对于去年增长较快的个人购房贷
款，周小川认为，这有助于居民买房，特
别是有助于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但又使
得一二线城市住房价格上升。个人通过
住房贷款购房后，资金实际上就转到开
发商。而房地产开发的产业链很长，会
传导至一系列平行产业链，如家用电器
等。周小川预计，总体上住房贷款还会
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增长，但要适当平
衡。随着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实
施，住房贷款余额增速会适当放慢。

人民币汇率没有持续
贬值基础，正常波动是常态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从目前来看
表现为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应该说，市
场预期有很大调整和变化。”周小川强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汇
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币在全球
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周小川认为，看
待人民币汇率，要观察经济是否健康、金
融是否稳定，“如果经济健康，且通货膨
胀水平比较低，货币就会比较坚挺；如果
金融比较稳定，信心就会进一步增强”。

周小川表示，今年随着中国经济更
加稳定和健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
去一降一补”成果都将继续显现，国际上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会较好，汇率也会
趋于稳定，“但谁也不能准确预计 2017

年会有哪些不确定性。因此，正常的汇
率波动是一个常态”。

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相关联的还有外
汇储备的下降。我国外汇储备从4万亿美
元的高点下降至当前的3万亿美元左右，
引发了不少担忧。“对中国外汇储备有所
下降要一分为二看。”周小川说，一方面，
要看在资本流动方面是不是哪些地方做
得不好，一些政策可能过去执行不严，需
要改进；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外汇储备
适当下降是正常现象，没必要非得保持4
万亿美元高的外汇储备，因为里面也有部
分被认为是热钱。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降低杠杆率

“我们考虑去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
杆。”在谈及去杠杆问题时，易纲说，要稳住

总的杠杆率，让它每年增长少一些、慢一些。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之一，去杠杆的速度、路径关乎金融稳定
和改革进程。易纲认为，我国的杠杆率
总体不是特别高，但企业部门的杠杆率
较高。“杠杆率的持续增加不利于经济的
持续发展，并且会积累一定的风险。”
易纲认为，我国杠杆率和国际上比比较
高，这和我国金融结构有关。杠杆率偏
高和储蓄率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易纲认为，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让
更多资金进入企业。“资本金多了，杠杆
率就下来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就强
了。”易纲还强调，各个行业也要严格资
本约束，“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使企业
的资本金和借款达到一个最优配置和比
例，从而使全社会融资结构得到优化，也
能够激发投资主体风险意识，使其在做
决策前，就把风险控制好。

3 月 10 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国家工商
总局局长张茅就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热点
话题答记者问。在回答中国经济网记者
提问时，张茅表示，今年将继续推进市场
准入便利化，计划在10月1日前完成“多
证合一”。

“商事制度改革是积小胜为大胜。”
张茅表示，商事制度改革主要内容是处
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增强市
场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商
事制度改革系列举措推出后，企业在申
请设立登记时需要提交的前置审批文
件减少了 85%，企业办照时间从多达几
个月普遍减至 2 至 3 天。2016 年，市场
主体增加 1651 万户，增长 11%，企业增
加550万户，增长24%。

据介绍，2016年工商总局突出了“放
管服”三方面工作：“放”，主要是在市场准
入便利化方面；“管”，是从过去以审批为
主的准入监管、审批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
管；“服”，就是重点扶持小微企业，小微企
业的经营、用工、融资等问题，都是今年需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的问题。

对于下一步商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张
茅回答中国经济网记者提问时表示，一是
要继续推进市场准入便利化，计划在今年
10月1日前完成“多证合一”；二是要推进
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和电子营业执照的
使用；三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把工商管
理部门市场监管的职责 12 大类综合起
来，全面实施“两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

假冒伪劣是令社会长期困扰的问
题。张茅表示，工商总局作为市场监管
的主要部门，高度重视打假问题，2016
年仅假冒商标侵权商标案件就查处了
2.8 万件，但是问题仍然存在，目前五分

之一的互联网网购投诉与假冒伪劣相
关。对此，工商总局将继续做好以下工
作打击假冒伪劣：真正落实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正在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即将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及其他
法律法规，企业要自律，政府要加强监
管；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要让企业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加大惩戒力度，要建立起企业自律、行业
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
系统。

商标权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工
商总局将采取哪些措施加强商标保护？
张茅表示，我国目前商标累计注册 1237
万件，去年申请量是 369 万件，同比增长
28%。每年的申请量和注册量都居世界

第一。目前全国地级市开设了 56 个商
标代理窗口，企业无需到北京，可直接在
代理窗口提交商标申请。

张茅表示，下一步将全部推进电子
化的申请注册，3月10日起全部开通，大
幅降低商标办理费用，减轻企业负担。
同时，加大商标保护力度，加大对假冒侵
权的查处力度，加强区域协调执法。

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
巡 视 已 全 部 进 驻

中方回应朴槿惠被弹劾

再次敦促韩国停止部署“萨德”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回答记者

提问时表示——

稳健中性调货币 一分为二看外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李盛丹歌

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周小川等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右图为经济日报·
中国经济网记者陈果静就货币政策提问。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回答中国经济网

记者提问表示，今年将继续推进市场准入便利化——

10 月 1 日前完成全国“多证合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李盛丹歌

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局长张茅就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问题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左图为中国经济网记者刘潇潇就下一步商事制度改革的重点举措提问。
中国经济网记者 秦 静摄

本报北京 3 月 10 日讯 记者刘慧从国家粮食局获
悉：2016 年推行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以来，收购工作进展
顺利。据国家粮食局统计，截至2017年3月8日，东北地
区累计收购玉米 8152 万吨。目前收购总量已占商品量
的近九成，收购进展好于预期，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玉米
收储制度改革初见成效。

国家粮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东北地区玉米收购工
作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切
实把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二是市场化
收购成为主流，玉米深加工、饲料、贸易、储备等各类企业
入市收购积极，多元市场主体参与收购的格局逐步形
成。据统计，多元市场主体收购数量约占收购总量的
80%；三是玉米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四是收购市场平稳
有序，收购进度总体较为均衡，改变了以往临储开秤初期
集中放量的局面，农户开始根据市场行情选择销售时机，
市场意识明显增强。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初见成效

东北玉米收购进展好于预期

本报讯 记者刘麟报道：3 月 10 日，中国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在英国生产基地开工建造世界
最大吨位的深海挖沟犁，预计一年后交付使用。

这款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深水挖沟设备由中车株洲所
旗下时代艾森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研究建造。中车株洲
所时代电气副总经理、艾森迪公司董事长陈剑介绍，“这
是当前全球作业范围最广、工作效率最高的海底油气管
道铺设装备，预计一年后交付中海油集团旗下的深圳海
油工程水下技术有限公司，它将进一步提升海油工程深
水海床处理能力和效率，填补国内空白”。

据介绍，海底管道输送是海上油气资源输送最快捷、
经济、可靠的方式，为避免波浪和潮流等对管道的破坏，
需要对海底管道进行挖沟填埋。深海挖沟犁就是用来在
海床上挖设沟槽、填埋管道的“神器”。

中国中车开建世界最大深海挖沟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