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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 1 月

16 日 出版的《求是》杂志第 2 期将发
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努力造
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队伍》。

文章强调，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
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我们学习中

国历史上的吏治，目的是了解我国历
史上吏治的得失，为建设高素质干部
队伍提供一些借鉴。正确的政治路
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我
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

正用人，拓宽用人视野，激励干部积
极性，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干部队伍。文章指出，要严把
德才标准。干部在政治品德、职业道
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方面都要
过硬，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
硬。要坚持公正用人。公正用人是
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组织路

线上的体现，应该成为我们选人用人
的根本要求。公正用人，公在公心、
公在事业、公在正气。要拓宽用人视
野。要打开视野，把干部队伍和各方
面人才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要激发
干部积极性，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
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激励干部增
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1 月 15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2018 年金融数据显示，12 月末，广义
货币（M2）同比增长8.1%，增速比上月
末高0.1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
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6.17万亿元，同
比多增2.64万亿元。

“信贷增速明显反弹。”交通银行
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冀分析
说，2018 年 12 月信贷较 2017 年同期
大幅增加4956亿元，信贷增速明显反
弹0.4个百分点至13.5%。

从效果看，人民银行投放的流动
性基本上传导到了实体经济。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小
微贷款呈现量增、面广、价减的特点。
从量上看，普惠口径小微贷款全年增
量比上年翻一番。截至2018年末，普
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 8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8%，增速比上年高 8.2 个百分
点。全年增加 1.22 万亿元，增量是上
年全年的2倍。

金融支持对小微企业的覆盖面
也更广，信贷支持的小微户数增长约
三成。截至 2018 年 11 月末，普惠口
径小微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 1713
万户，比上年末增加 387 万户，增长
29.2%。

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有所下降。
2018年12月，新发放的500万元以下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利 率 平 均 水 平 为
6.16%，比上年同期低0.39个百分点。

在人民币信贷大增的同时，社会
融资规模增速却明显回落。初步统
计，2018年社会融资规模全年增量为
19.26万亿元，比上年少3.14万亿元。

“一多一少”背后究竟是什么原
因？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
新闻发言人阮健弘在回答经济日报记
者提问时表示，2018年社融增速回落
的原因，从金融方面看，主要体现为银
行表外资金减少，这是结构性去杠杆

的结果，也与金融体系风险偏好下降
有关。从实体经济方面看，主要是平
台相关行业和债务压力较大的国有企
业有效融资需求不足。

2018 年全年，受监管趋严影响，
银行表外融资明显下降。2018年，委
托贷款减少 1.61 万亿元，同比多减
2.38 万亿元；信托贷款减少 6901 亿
元，同比多减2.95万亿元；未贴现的银
行承兑汇票减少6343亿元，同比多减
1.17万亿元。

表外融资的下降不仅“拖累”了社
融，也对M2增长产生了压力。数据显
示，2018 年，商业银行股权及其他投
资收缩，全年净下降3.2万亿元，对M2
增长产生了压力。阮健弘介绍，央行
较早开始采取多种措施，鼓励金融机

构加大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金融机
构全年新增贷款 16.2 万亿元，比上年
多增 2.6 万亿元；债券投资累计新增
4.7万亿元，余额同比增长13.3%。

“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
表外融资下降对M2的收缩效应，实现
了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平稳增长。”阮健
弘表示。

另一备受关注的问题是，12月M2
增速和上年持平，但M1增速为何明显
回落？数据显示，2018 年 M1 增长
1.5%，比上年低10.3个百分点。

“M1增速回落主要反映全社会流

动性的结构变化，不代表流动性总量
规模的变化。”阮健弘表示，M1的主体
是现金和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一方
面，近年来第三方支付工具和货币市
场基金快速发展，社会对M1的需求持
续降低；另一方面，央行调研显示，当
前房地产销售减缓和平台公司财务纪
律加强，导致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少
增较多。

2018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6.17万亿元，12月末M2增长8.1%——

金融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持续加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我
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12.1 万亿元，增长
12.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39.7%，
比 2017 年提升 1.1 个百分点，民营企
业对外贸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50%，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一大亮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在接受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2018 年民营企业对
中国外贸贡献率超过50%，说明稳外贸
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说明我国外
贸的转型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在我国外
贸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一数据是新时代民营企业充分
发挥市场主体活力，在外贸进出口领
域积极有为的极佳印证。”商务部研究
院对外贸易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建颖接
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该数据也是国家
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使民营企业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
活力充分迸发的真实写照。

刘建颖表示，具体数据也呈现出
几方面特点：

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增速和占比均
有所上升。据统计，2018年我国有进
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共 37.2 万家，占

同期有进出口实绩企业总数的79.1%，
比2017年上升2.0个百分点。

从区域分布看，2018年中部、西
部和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
分别达到了 20.3%、18.9%和 16.7%，
高于东部的 12.1%，呈现出梯次发展
的态势，民营企业区域分布更趋优化。

同时民营企业进出口商品结构更
趋优化。2018年民营企业机电产品出
口占民营企业出口值的四成以上，其
中集成电路、手机、液晶显示板出口
分别增长51%、16.8%和34.1%。

“国际组织下调了对2019年世界经

济增长的预期，国际贸易增长必然受到
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不影响我国民营
企业在外贸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倪月
菊表示，民营企业的成长不是短期政策
的效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
步加快，未来将在我国经济增长和外贸
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刘建颖认为，近年来我国不断减轻
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打破各种“卷帘门”“玻璃门”“旋
转门”；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
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
这都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2018年对外贸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民企成为生力军 外贸转型显成效
本报记者 冯其予

为
国
家
长
治
久
安
人
民
安
居
乐
业
不
懈
奋
斗

—
—

﹃
平
安
中
国
﹄
建
设
述
评

本报北京 1 月 15 日讯
记者黄俊毅从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获悉：2018 年全国林
业产业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产业总产值达 7.33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88%。林产品进
出口贸易额达 1600 亿美元，
各类经济林产品产量达 1.57
亿吨。

近年来，我国林业产业
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逐

步优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
业稳中有进，以森林生态旅
游和森林康养为代表的第三
产业加速成长，产值增速达
19.28%，在助力脱贫攻坚、推
动林业产业升级等方面的作
用进一步显现。

2018 年，全国森林旅游
和康养超过 16 亿人次，同比
增长超过 15%，创造社会综
合产值接近1.5万亿元。

2018年林业产值达7.33万亿元
森林旅游和康养超过16亿人次

本报北京 1 月 15 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国家体

育总局 1 月 15 日发布消息
称，国家体育总局、发改委近
日联合印发《进一步促进体
育消费的行动计划（2019—
2020 年）》的通知，提出到
2020 年，全国体育消费总规
模达到1.5万亿元，重点支持
消费引领性强的健身休闲项
目发展。

计划明确，大力发展健
身休闲消费。要推动水上运
动、山地户外、航空运动、汽
摩运动、马拉松、自行车、击
剑等运动项目产业发展规划
的细化落实，形成新的体育
消费热点。要积极引导竞赛
观赏消费。支持社会力量举
办各级各类赛事活动，打造
一批有影响力、高质量的品
牌赛事。

2020年体育消费将达1.5万亿元
推动马拉松等项目规划落实

平安，民生所盼、发展之基。
“平安中国”既是中国梦的重要篇

章，又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保障。新
的历史条件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群众对平安的期待与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紧密相连。

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站在新时代，肩负新使命，一个安
全领域更全面、人民群众更满意、治理
体系更科学的“平安中国”正大踏步
走来。

“扫黑除恶”旗开得胜，
为群众扫出一片清风正气

把持基层政权、横行乡里、欺行霸
市、强揽工程……曾几何时，黑恶势力
为害一方，老百姓深恶痛绝、敢怒不
敢言。

这是一场决胜全面小康、顺应群
众期待、扫黑除恶势力的伟大斗争
——

2018 年，扫黑除恶进入开局之
年。这场为期三年的伟大斗争，与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衔接，让人民
群众带着满满的安全感进入全面小康
社会。

广东法院审结涉黑恶案612件判
处2673人、湖南宣判129件涉黑涉恶
案判处 542 人、安徽法院受理 247 件
黑恶势力犯罪案、福建法院宣判50起
黑恶案件……

强力扫黑、铁腕惩恶、消除病灶、
铲除黑恶势力生存土壤——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
加强法律政策研究，出台《关于办理黑
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明确要求将 11 类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坚持在法治轨道
上严惩黑恶势力。

打击涉黑涉恶犯罪，顺应了民心，
维护了平安，彰显了正义。

北京丰台石凤刚案、河南漯河李
耀勇案、山西太原“小四毛”案……一
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南霸天”“北
霸天”被依法惩治；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在当地横行多年的黑恶
势力成了“阶下囚”。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源头治理，从根本上遏制黑恶势力滋
生蔓延——

各地配强力量治软、完善制度治散、解决矛盾治乱，不断增
强对涉黑涉恶问题的“免疫力”。

在村“两委”换届中，建立组织、民政、纪检监察、公检法等相
关单位参与的村干部候选人联审机制。将符合条件的人员优先
推选为村“两委”班子成员，坚决把涉黑涉恶等不符合条件的人
挡在门外。今年基层“两委”换届的10个省区市，取消了5.1万
名不符合条件的人选资格。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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