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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
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
束的指导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
作会议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部署，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降
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推动国有资本做
强做优做大，增强经济发展韧性，提高
经济发展质量，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总体目标。加强国有企业资
产负债约束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攻坚战的重要举措。要通过建立和完
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强化
监督管理，促使高负债国有企业资产
负债率尽快回归合理水平，推动国有
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 2020 年年末

比2017年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
之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基本保持在
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平均水平。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全面覆盖与分类管理相

结合。所有行业、所有类型国有企业
均纳入资产负债约束管理体制。同
时，根据不同行业资产负债特征，分行
业设置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指标标
准。突出监管重点，对超出约束指标
标准的国有企业，结合企业所处发展
阶段，在综合评价企业各类财务指标
和业务发展前景基础上，根据风险大
小采取适当管控措施。严格控制产能
过剩行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适度
灵活掌握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
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创业等领
域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

——坚持完善内部治理与强化外
部约束相结合。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
债约束要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等
有机结合，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同时，
通过强化考核、增强企业财务真实性

和透明度、合理限制债务融资和投资
等方式，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外部
约束。

——坚持提质增效与政策支持相
结合。各有关方面要积极主动作为，
根据总体目标要求进一步明确高负债
国有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的目标、步
骤、方式，并限期完成。国有企业要坚
持提质增效、苦练内功，通过扩大经营
积累增强企业资本实力，在严防国有
资产流失前提下，不断降低资产负债
率。同时，要为高负债国有企业降低
资产负债率创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环
境，完善资本补充机制，扩大股权融
资，支持盘活存量资产，稳妥有序开展
债务重组和市场化债转股。

二、分类确定国有企业
资产负债约束指标标准

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以资产负
债率为基础约束指标，对不同行业、不
同类型国有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并动态
调整。原则上以本行业上年度规模以

上全部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基准
线，基准线加 5 个百分点为本年度资
产负债率预警线，基准线加10个百分
点为本年度资产负债率重点监管线。
国有企业集团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预
警线和重点监管线，可由相关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根据主业构成、发展水平
以及分类监管要求确定。邮政、铁路
等特殊行业或无法取得统计数据行业
的企业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和重点监管
线，由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根据国
家政策导向、行业情况并参考国际经
验确定。

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的中央企业，资产负债率管控工作继
续执行现行要求，实践中再予以调整
完善。金融类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
按照现有管理制度和标准实施。

三、完善国有企业资产
负债自我约束机制

（一）合理设定资产负债率水平和
资产负债结构。 （下转第二版）

中办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
推动国企平均资产负债率到2020年年末比2017年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四届东方经济
论坛全会上提出了加强东北亚合作的四
点主张，强调中方将与有关国家一道，“加
强在俄罗斯远东及东北亚地区合作，推动
实现本地区多元化、可持续发展，不断做
大共同利益蛋糕，使本地区人民共享合作
机遇和发展成果，携手开创远东和东北亚
更加美好的明天！”中方的主张，引领了东
北亚区域合作的方向，拓展了东北亚互利
共赢的空间。

中国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
念，将发展与包括东北亚各国在内的周边
各国友好关系置于外交全局的突出位
置。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从南亚到中亚，
周边国家一直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点。
我国领导人频频访问这些周边国家，加强
友好，深化合作，以实际行动阐释“与邻为
善、以邻为伴”，让周边邻邦切身感受中国
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我国与周边
国家“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
欢迎东北亚国家搭乘中国的发展“快车”

“便车”，实现共同发展。
东北亚地区面积辽阔，资源丰富，经

济联系十分紧密，交流合作空间巨大，是
最具发展潜力、最富经济活力的区域之
一。东北亚地区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
23%，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 19%。在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加强
东北亚地区合作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大
势所趋。目前，域内各方对加强地区合作
均有强烈愿望。得益于此，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提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扎实推
进，我国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俄罗斯大力
开发远东地区，朝鲜着力发展经济建设，
东北亚区域合作拥有强劲的内生动力，前
景看好。

东北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
向，并取得了重要进展。欧亚经济联盟、
蒙古的“发展之路”等与“一带一路”对接
渐入佳境，韩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中
国已成为俄远东地区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大批中国企业落户符拉迪
沃斯托克，同江铁路大桥、黑河公路桥等跨境基础设施正在加快建
设。“一带一路”的实施促进了东北亚地区合作，为地区合作注入了新
内涵。东北亚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实现区域各国优势互补，
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贸易投资互利合作，构建互利共赢的区域产业
链、创新链、物流链，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活力，促进地区
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加强东北亚合作四点
主张既契合了各方利益，又切实可行，为东北亚各国开展全方位、多
层次、宽领域合作奠定了基础，可谓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路线图。东北
亚国家携手合作，有利于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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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一直在边境牧场上放牧，
帐篷中间放一个烧羊粪的炉子，喝茶
的时候茶碗只能放在地上，现在却住
上了这么好的房子，一平方米个人只
负担 350 元。好日子像是做梦一样。
我永远也忘不了共产党的恩情！”西藏
札达县托林镇托林社区 75 岁的次仁
南嘉前年和乡亲们一起搬进新居，180
平方米的新房窗明几亮，小猫在崭新
的坐毯上打着瞌睡。

“我们村通了水，通了电，通了网，
靠着国家义务教育‘三包政策’好，这
十年就出了 19 个大学生！”西藏亚东
县下亚东乡仁青岗村 20 岁的措吉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边防管理专业读
书，她说，选择这个专业，就是要和父
亲一样，当好新一代的守边人。

两个边境小村红红火火的新日
子，正是改革开放40年来西藏翻天覆

地变化的生动写照。40年来，西藏全
区 生 产 总 值 由 6.65 亿 元 增 长 到
1310.63 亿元，年均增速高于 10%，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1978 年的 2.45
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523.32亿元，年
均增速14.74%，居民平均寿命从51岁
提高到 68.17 岁。西藏自治区主席齐
扎拉说得颇为动情：“国家的安宁、边
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是
西藏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主线，西藏
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离不开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大力支持，‘治
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习近平总书记
的这一战略思想，也指引着西藏未来
的发展。”

不让一个地区掉队，不让一个民
族掉队，在西藏，628个边境村正通过
小康示范村建设“旧貌换新颜”。边境
村的村民们也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

域边陲，成为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和幸
福家园的建设者。

村庄面貌日日新

边境村的村民们，提起家乡这几
年的变化，个个竖起大拇指，眼睛里闪
着兴奋的光。

让札达县底雅乡什布奇村 53 岁
的觉阿拉姆和丈夫最为感慨的是家里
的房子：“我们之前一直住木房子，家
里只有两间屋。2012 年，国家出资
4.6万元，我家住上了砖木结构的安居
房，去年又搬到边境小康村建起的125
平方米的两层小楼，有独立卫生间，还
有30平方米的暖廊和80平方米的院
子。哪里能想到，我们也能住上这么
好的房子！”

让噶尔县扎西岗乡典角村 57 岁
的旺扎念念不忘的是村里的树。“我们

这里的气候，‘养活一棵树比养个孩子
还难’，但政府出钱在村里种树，不但
有班功柳、红柳，还有稀罕的小叶杨和
山杏，算上公益林，村里现在种活了
9000 多棵树！”扎西岗乡党委书记杨
爱民告诉记者，绿树成荫、屋舍整齐，
村庄的环境在阿里地区也数一数二，

“老百姓生活得舒心，外村的姑娘抢着
嫁进来”。这个人数最少时仅有 3 户
人家的小村，如今有48户171人在这
里生活。

让吉隆县吉隆镇玛嘎村村支部书
记多吉索嘉最为满意的是村里这几年
的配套设施建设：“我们村去年6月整
体搬迁到了现在的位置，新村有路灯，
有硬化路面，有手机网络，有下水道。
过去房子后面住牦牛、前面住人，现在
都分开了，村里特别干净，还建了一个
幼儿园。 （下转第四版）

边 陲 小 村 更 宜 居
——记西藏自治区小康示范村建设

本报北京9月13日讯 记
者冯其予报道：商务部13日公
布数据显示，今年 1-8 月新设
外商企业大幅增长，实际使用
外资保持稳定。其中 1-8 月全
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1331
家，同比增长102.7%；实际使
用外资5604.3亿元，同比增长
2.3%。

其中，高技术产业保持增
长态势，制造业表现良好。制
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1721.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8.7% ， 占 比
30.7%。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
外资同比增长 6.6%，占比达

21.9%。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
用外资 562.6 亿元，同比增长
29.2%。

此外，我国西部地区1-8月
实际使用外资394亿元，同比增
长28.6%；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
资 410.4 亿元，同比增长 4.6%。
11个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
702.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9.3%。

数据同时显示，1-8 月，主
要投资来源地中，新加坡、韩国、
日本、英国、美国实际投入金额
同比分别增长 17.2%、56.9%、
33.4%、151.7%、23.6%。

前8月全国新设外资企业41331家
同比增长102.7%

9月12日，3000吨级海洋渔业综合科学调查船“蓝海101”号在上海正式下水，这是农业农村部迄今投资最多、吨位最大、
设施最先进的科学调查船，也是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国之重器”和“农业现代化标志性工程”之一。据介绍，“蓝海101”号满
载排水量3297吨，续航力10000海里。 安 力摄

本报北京9月13日讯 记者
吉蕾蕾报道：水利部相关负责人
13日表示，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
程累计调水约200亿立方米。东中
线一期工程供水量逐年增加，已成
为京津冀豫鲁地区受水区大中型城
市的供水“生命线”，直接受益人口
超过1亿人。

据了解，中线一期工程已不间
断安全供水1371天，共调水169.29
亿立方米，累计向京、津、冀、豫四省
市供水158.55亿立方米，分别向北
京供水 38.75 亿立方米、天津供水
31.57亿立方米、河南供水58.97亿
立方米、河北供水 29.26 亿立方
米。其中，2016 年至 2017 年度供
水45.15亿立方米，2017年至2018
年度前10个月已实际供水57.57亿
立方米，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供水计
划。东线已累计调水到山东省
30.67亿立方米。2017-2018年度
调水到山东 10.88 亿立方米，比上
一年度增加22%。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袁 勇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累计调水约 200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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