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14 代号1-68

WWW.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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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9年2月

农历己亥年正月十一

第12996期 （总13569期） 今日16版

日15

“当抗战老兵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习主席率先起身，向老
兵们挥手致敬！”回忆起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的情景，现已93岁的新四
军老战士史保东记忆犹新。

“那天，我就在离习主席不远的天安门观礼台上。面向阅兵方
阵，我举手敬礼，一直坚持到阅兵结束。”时至今日，老人仍然很激动。

“我这军礼，是向牺牲的老战友报告：祖国强盛了，军队强大
了。”史保东说，“我更是向习主席表达敬意，是他带领我们迈上了
强国强军的新征程！”

“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

“起初，我并不知道去北京要见习主席！”史保东说，“能够参加
‘9·3’大阅兵，是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事情。”

阅兵前一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史保东作为抗战老战士老同志代表应邀
出席，习主席亲手把一枚沉甸甸、金灿灿的奖章挂在他胸前。

习主席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勾起了史保东对抗战岁月的
回忆，曾几次落泪。老人感慨万千：落后就要挨打，强国必须强军，
没有强大的人民军队，谁来守卫我们的幸福生活！

习主席在讲话中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 30
万。“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是很震撼的。”讲到这里的史保东难掩
激动，“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来看，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是卓有
成效的。”

同在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的将军领队邓志平回忆说：“听
到这一重大决策，我很振奋，意识到改革强军即将迈出更大步伐！”

在阅兵分列式上，邓志平带领“白刃格斗英雄连”英模方队正
步通过天安门，接受了习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检阅。阅兵结束后，他
被任命为原成都军区副参谋长，报到的第二天，他就接到命令参与
西部战区筹建工作。 （下转第四版）

黄河从青海公伯峡水库倾泻而下后，
缓缓流经海东市循化县红光村。70多年
前这里叫做赞卜呼村，1987 年更名为红
光村，寓意红军精神光照千秋。

当年90多口人的小村落现在已经成
了 178 户的大村庄。2008 年，在村党支
部换届中，马乙四夫被选举为红光村党支
部书记，他以红军精神为动力，带领群众
艰苦创业，把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变成
了先进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他更加
关注和关心群众的长远发展。

春节期间，记者来到红光村，在村民
活动广场，马乙四夫与记者边走边谈。“过
去一年我主要关注精准脱贫村的后续产
业发展和外出务工人员情况，并以实际行
动帮助村民致富奔小康。”马乙四夫说，当
年建设公伯峡水库时，征用了一些耕地，
红光村目前人均耕地仅有 0.2 亩。但蓄
水后下游河面增大了，水面利用似乎有

“文章”可做。为此，他开始关注龙羊峡水
库三文鱼养殖，但不少村民不理解，认为
撒拉族的传统是养殖和育肥牛羊，对在翻
腾的黄河水面上养鱼并不看好。

马乙四夫却认准了这条路，通过几年
的探索和试养，鱼苗终于养大了，最大的
长到了15公斤，他自己也成为三文鱼养
殖的“土专家”。为了带动更多贫困户养
鱼致富，在三文鱼上市时，马乙四夫专门
请村民来现场看销售情况。当看到上海
和广州的客户直接上门收购，利润也十分
可观时，不少村民心动了，2018年有5户
入股。

谈到下一步打算时，马乙四夫说，贫
困村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有产业支撑，他
准备做三文鱼深加工，把更多的利润和就
业机会留给村民。

马乙四夫还很关注当地外出务工人
员的生活状况。海东市外出开拉面店的
人员有17.3万人，在全国有2.72万家店，
基本来自高海拔、条件差的贫困地区。“不
少人贷款筹钱出去做生意，属地管理和个
人生活方面都存在困难。我做过一个调
研，与这些外出务工人员沟通，希望他们
能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管理，也呼吁各地
能帮助解决这些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等实
际问题。”马乙四夫说。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金融
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
见》全文如下。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
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党中
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金融服务民营企业工
作。各地区各部门及各金融机构认真落实，出
台措施，积极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取得一定成
效，但部分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比
较突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切实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现提

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坚持基本
经济制度，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毫不
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平等对待各
类所有制企业，有效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充分发挥民营企
业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支撑作用，促
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公平公正。坚持对各类所有制经济

一视同仁，消除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隐性壁垒，
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按照
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推动金融资源配置与民
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更加匹配，保
证各类所有制经济依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聚焦难点。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疏通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重点解决金融机构对民营
企业“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问题，增强金融
机构服务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意识和
能力，扩大对民营企业的有效金融供给，完善
对民营企业的纾困政策措施，支持民营企业持
续健康发展，促进实现“六稳”目标。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
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高质量发展
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规范
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运作，弥补市场不足，降
低担保服务门槛，着力缓解小微企业、“三农”
等普惠领域融资难、融资贵，支持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意见》针对当前我国融资担保行业存在的
业务聚焦不够、担保能力不强、银担合作不畅、风
险分担补偿机制有待健全等问题，明确了相关举

措。一是坚持聚焦支小支农融资担保主业。各
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要主动剥离政府
债券发行和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担保业务，不断提
高支小支农担保业务规模和占比，重点支持单户
担保金额5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和“三农”
主体。二是切实降低小微企业和“三农”综合融
资成本。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坚持准公共定位，
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保持
较低费率水平。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再担保业务
收费一般不高于省级担保、再担保基金（机构），
引导合作机构逐步将平均担保费率降至1％以
下。三是构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银行业金
融机构共同参与、合理分险的银担合作机制。原
则上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承担
的风险责任比例均不低于20％，省级担保、再担

保基金（机构）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不低于国家
融资担保基金承担的比例。四是加强合作和资
源共享，优化监管考核机制。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和省级担保、再担保基金（机构）要推行统一的业
务标准和管理要求，市、县融资担保机构要主动
对标，提高业务对接效率。金融管理部门要实施
差异化监管措施，适当提高对担保代偿损失的监
管容忍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和融资担保、再担保
机构要健全内部考核激励机制，提高支小支农业
务考核指标权重。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
规范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运作的重要意义，强
化责任担当，加大工作力度，推动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发挥应有作用，切实有效缓解小微企
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

全国人大代表马乙四夫：

致富带头人
本报记者 马玉宏 石 晶

作为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村党
支部书记，马乙四夫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的过程中，敢于担当，尽显情怀。虽然不
善言谈，但他来自基层也最懂基层，深深
知道做好基层工作就得靠实干。

支撑他苦干实干的是对家乡的感
情。马乙四夫13岁外出搞运输挣了钱，
后来因为村里穷，他卖掉运输设备回村

创业，义无反顾带着村民一干就是 10
余年。

肯实干，还要会干、干成事。家人对
马乙四夫回村创业从不理解变为支持，村
民从不信任到信任，靠的是他一系列发展
举措和思路，让村民的日子红火了起来。
说起他，大家无不竖起大拇指：“我们的马
书记人攒劲、心公道。”

勇担当 显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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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即日起开设“强

军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连续播发 13 篇稿件，以习主席

接见过的官兵回忆的形式，还原重要历史时刻，从基层视角

宣传阐释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发展历程、重大意义和指导作

用，展示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生动

实践和伟大成就。今日播发第一篇稿件《那一刻，我们光荣

接受检阅》，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要求

切实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

国办印发意见要求

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聚焦支小支农主业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西藏代表团审议，强调要加快推进西藏跨
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确保到2020年同全国
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6年来，西藏坚持稳定是第一责任、发展
是第一要务、民生是第一导向、生态是第一
红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打好三
大攻坚战，着力推进十大工程，聚力发展七
大产业，奋力推进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雪
域高原在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和谐稳定氛
围中走出了一条高质量惠民生的绿色发展
之路。

民族团结亲如一家

“除草要勤，枯黄叶子要及时清理。”在日
喀则市仁布县切洼乡普纳村，来自四川的徐文
军一边示范，一边向妻子央珍讲解种菜技术。
这些年，在他的指导下，央珍已经学会独自打
理家里的温室大棚，一年有7万多元收入。

切洼乡位于318国道沿线，是一个民族团
结的典型乡，生活着藏、汉、回、彝、撒拉等多个
民族。截至2018年底，切洼乡下辖8个行政村
724户，像徐文军和央珍这样的民族通婚家庭
就有37户。这些家庭不仅夫妻恩爱，大多数
家庭还通过奋斗实现了脱贫奔小康。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而民族团结则是我
们的生命线。”切洼乡党委书记刘俊华介绍，
在切洼乡，上至老人下至孩童都明白民族团
结的重要性，切洼乡就是靠着民族团结这个
法宝走上了致富路。大家互帮互学，在搞好
团结的同时日子也经营得有声有色。

“10年前，全村没人会种菜。在徐文军的
带动下，村里建起了40多个温室大棚，20多
户学会了种植技术，生活越过越好。”说起丈
夫，央珍眼里满是骄傲。

在西藏，像切洼乡这样民族团结和谐稳
定的乡镇比比皆是。西藏把树立、宣传、学习
先进典型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

重要抓手。6年间，全区累计表彰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 900 余个、模范个人 1300 余名。
在榜样的带动下，330万雪域各族儿女相亲相
爱、同心同行，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
园建设者。民族团结如同草原上的格桑花，
在雪域高原灿烂的阳光下开得鲜艳夺目。

抢抓机遇迈向高质量发展

沿着蜿蜒的雅鲁藏布江，一座座高耸的
铁路桥墩挺拔屹立。桥墩之间，工人们正在
热火朝天地铺设行轨排、架设梁片，川藏铁路
拉林段正式进入全面铺轨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紧紧抓住历史机遇，
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发愤图强，乘势而
上，坚定不移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

路子。6 年来，西藏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增
长，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公路通车总里
程达到9.6万公里，民航吞吐量首次突破500
万人次。多布、果多等水电站建成投运，藏中
电力联网工程正式投运，不仅解决了区内的
电力保障问题，还实现了藏电外送。

以交通、能源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改善为
西藏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靠支撑。西藏着
力发展高原生物产业、旅游文化产业、清洁能
源产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数字产业、边贸物
流产业等7大特色优势产业，聚焦新目标，扎
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其中旅
游文化产业是西藏重点发展的绿色支柱产
业，2018年全年预计接待游客3360万人次，
同比增长33%。

（下转第三版）

在全面小康路上奋力奔跑
——西藏自治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代 玲

图为正在建设中的西藏山南隆子县玉麦乡。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