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

星期五

28

日

农历丁酉年四月初三

经济日报社出版 WWW.CE.CN
CN11-0014 代号
代号11- 68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4
国内统一刊号

第12338号 （总12911号） 今日 16版

ECONOMIC DAILY

统筹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对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的贺电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总指
挥部并参加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各参研
参试单位和全体同志：
在天舟一号飞行任务获得圆满成
功、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实现完美收官
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
加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全体科技工作
者、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表示热烈
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突
破和验证了空间站货物运输、推进剂在
轨补加等关键技术，标志着我国载人航

天工程第二步胜利完成，对于实现不懈
追求的航天梦，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这是工程全线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建
设航天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历史征程
中取得的新成就，将激励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
其谁的使命感，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

面。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卓
越贡献，
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星空浩瀚无比，
探索永无止境。以这
次任务圆满成功为标志，
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续任务更加艰
巨、
使命更加光荣。希望你们更加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
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大力弘
扬
“两弹一星”
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
撸起
袖子加油干，开拓创新攀高峰，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
国 务 院
中央军委
2017 年 4 月 27 日
（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电）

中国航天稳步迈入空间站时代

这是指挥控制大厅全景（4 月 27 日摄
日摄）
）。

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
琚振华摄
摄

航天科技开启太空新经济
（详见第四版）

本 报 北 京 4 月 27 日 讯 记 者 佘 惠
敏、通讯员王新国 杨欣报道：今日 19 时
07 分，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完成首次推进剂在轨补加试
验，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突破和掌握推进剂在轨补加技术，填补
了我国航天领域的空白，实现了空间推
进领域的一次重大技术跨越，为我国空
间站组装建造和长期运营扫清了能源供
给上的障碍，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独立掌握这一关键技术的国家。
此次推进剂在轨补加持续约 5
天，
先后进行了补加管路检漏、天宫二号
贮箱气体回收、推进剂输送、推进剂吹除
等关键步骤。在地面操作人员精确控制
下，整个在轨补加过程由天舟一号与天
宫二号共同配合完成，
其中，
天舟一号负
责贮箱增压、补加管路检漏，
并向天宫二
号输送推进剂；天宫二号负责贮箱气体
回收，并接收货运飞船输送推进剂。
按计划，天舟一号将在 6 月中下旬
开展第二次推进剂在轨补加试验，进一
步巩固取得的技术成果。
此次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胜利
完成，也正式宣告中国航天稳步迈进
“空
间站时代”
。

贵州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渣地变良田 矿山穿绿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当前，在国际国内经
济下行压力因素综合影响下，我
国金融发展面临不少风险和挑
战。总体看，
我国金融形势是良好
的，
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但从微观
的金融机构层面来看，
依然存在局
部的、
个别的金融风险点。在整个
金融系统中，
金融机构始终是金融
风险的微观承担者，
如果金融机构
承担了过大的风险，
整个金融系统
都会更加脆弱。
当前复杂的金融产品可以通
过交易链条横跨多个市场和行
业，这些产品爆出的风险往往可
张
以快速扩散、
放大，
局部风险也能
演 化 成 全 局 性 、系 统 性 风 险 。 忱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层出
不穷的案例已经证明，这种风险
传递的路径确实存在。
这类金融风险点的形成，不
仅因为金融机构对风险控制不
当，还因为监管尚存在短板和空
白。近年来，金融监管和调控体
系日益完善，但金融监管格局仍
然呈现分业监管的特点。在此格
局下，对同类金融产品缺乏统一
监管标准，各家监管机构从自身
标准衡量，难以发现复杂金融产
品的违规之处和潜在风险；针对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仍然存在空
白；另外，金融基础设施管理分
散，监管部门间不能实现数据信
息充分共享。显然，
这种“铁路警
察，
各管一段”
的办法已经不适应
当前的金融发展需要。
维护金融安全，要加强金融监管，并突出统筹监管，
包括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筹监管金融控股
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
统筹监管，
意味着转变监管理念，
不再仅以确保单个
法人机构的稳健为目标，而要将金融业视为统一整体。
需要突破传统分业监管的框架，在“看穿”金融产品复杂
形态和链条的基础上，
根据金融产品的实质功能和性质，
统一监管标准，
明确监管主体，
实现对金融产品的全流程
监控和全覆盖监管。并建立健全问责机制，落实监管主
体责任，
让监管真正
“长牙齿”。
统筹监管，意味着统筹协调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管理，
尽快实现不同金融基础设施之间互联互通，
统一分
散的信息登记系统，为数据收集、信息统计、风险监测建
立一致标准；明确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制度安排，
清除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盲点和不协调。
唯有如此，
才能确保管理部门把住重点环节，
确保风
险防控耳聪目明，
形成金融发展和监管强大合力，
补齐监
管短板，避免监管空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
安全和稳定。

中办印发《中国记协深化改革方案》
（详见第三版）

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今年将多推增强获得感的改革
春深时节，贵州省纳雍县大塘边，杉
枝轻摇，三叶草、满天星铺了一地，
地里的
马铃薯长势旺盛，
玉米苗已是一片绿色。
“又回到了以前的那个大塘边！”看着
绿油油的山坡，年过花甲的陈忠林老人脸
上满是笑容。
大塘边曾是个青山环绕、绿水长流的
小村庄，但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一场
浩大的炼锌运动改变了。当时，
锌矿煤矿
俱丰的纳雍县在大塘边架起炉子，
大冶铅
锌矿，最多时有 100 多座马鞍炉、200 多
座马槽炉，一天能生产 20 吨粗锌。
与炼锌相伴而来的是大量炉渣，
随意
堆砌的炉渣让成片良田变成不毛之地，
“青山变荒山，
绿水成污水”
。
转机出现在 2009 年，当地筹资 150
万元对炉渣地实施整治，集中填埋炉渣 2
万多吨，修复一般耕地近 40 亩，对分散堆
放的 1.8 万立方米炉渣实施泥土覆盖，被
污染的土地渐渐恢复了生机。
贵 州 是 矿 产 资 源 大 省 之 一 ，截 至
2015 年 底 全 省 查 明 的 矿 产 地 3266 处 ，
煤、锰、磷、锑等多种矿藏资源的储量位居

治理后的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梅子溪汞矿尾矿库。
岳植行摄
全国前列。长期以来，依托矿产资源优
势，贵州矿业发展迅速，成为该省的支柱
产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
30%。
另一方面，受限于资源禀赋，贵州的
小型矿山占据该省矿山总数的 95.6%，粗
放的开采技术造成的地质灾害、植被破
坏、水土污染等环境问题也较为突出，使
得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
部分矿

治理前的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梅子溪汞矿尾矿库。
岳植行摄

区良好的生态环境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
湘黔交界的铜仁市万山区，被誉为
“中国汞都”，
曾是我国最大的汞工业生产
基地，在长达 600 余年的采冶历史中，留
下了大量的矿渣、尾矿，严重破坏了当地
生态环境。
“尾矿库内寸草不生，
一下雨灰渣就随
雨水四处流淌。”当地群众告诉记者，渣中
的有害物质随雨水浸入地下，严重危害农

作物生长和群众身体健康。
去年底编制完成的《贵州省矿山地质
灾害和地质环境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该省共发现各类矿山地质
环境问题 1165 处，占用和破坏土地 498.4
平方千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6.2 亿元；
该次调查到的 2535 处尾矿库（坝），累计
积存煤矸石及废石堆 3.56 亿吨。
（下转第三版）

本报北京 4 月 27 日讯 记者顾阳从 27 日闭幕的全
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经济体制改革将
在把握好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基础上，坚持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
点任务取得新突破，
着力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会议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
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多推有利于
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
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突出抓好牵
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出重点、攻克难点，提高改革整
体效能。
会议明确了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一方面要着
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取得新突破。强调扎
实有效去产能，因城因地因层施策去库存，积极稳妥去
杠杆，多措并举降成本，精准加力补短板。另一方面要
着力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推进“放管
服”改革，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大价格改革
力度，深入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
设，深化市场体系改革，深化财税金融改革，推进新型
城镇化和三大战略体制机制创新，健全创新驱动发展体
制机制，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