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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和《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1日召开会议， 审议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和《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

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要把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贯彻新发展理念，遵

循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改善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优化水资源配置，促进全流域高

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

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尊重规

律，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要大力推进黄河水

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

束，以节约用水扩大发展空间。 要着眼长远减少

黄河水旱灾害，加强科学研究，完善防灾减灾体

系，提高应对各类灾害能力。 要采取有效举措推

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建

设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 优化城市发展格局，

推进乡村振兴。 要大力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延

续历史文脉，挖掘时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要以

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加强统筹协调，落实沿黄各省区和有关部门主体

责任，加快制定实施具体规划、实施方案和政策

体系，努力在“十四五” 期间取得明显进展。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持续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断加强中央

和国家机关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党

风廉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从巡视情况看，中

央和国家机关党组（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的态度更加积极， 管党治党责任意识整

体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呈现持续向上向好态势，

各项工作取得新的积极进展， 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斗争和恢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等方面，积

极履职、扎实工作。 同时，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

要求，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在整

改落实上较真碰硬，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日

常监督， 把抓整改融入日常工作， 融入深化改

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

会议强调， 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 ，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落

实上下功夫， 自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

要求，深刻认识党和国家赋予的职能职责，胸怀

“两个大局” ，强化使命意识和政治担当，以履职

尽责的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 。 要带头增强

改革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认真落实全面深化

改革各项决策部署， 不断巩固深化机构改革成

果，做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扎实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坚决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层层传导压力，把

“严” 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建立健全权力监

督制约机制，持续整治“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要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

基层党组织建设，把中央和国家机关建设成为讲

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的模范机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证监会：依法从严打击

证券违法犯罪活动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监会近日集中回复了人民网网友

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其中，在回应网友提

出的有关“上市公司违规成本太低” 问题时，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全面贯彻落实“零

容忍” 要求，聚焦监管主责，凝聚各方合力，多

措并举加强和改进资本市场执法工作，依法从

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切实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和良好生态。

证监会表示，上市公司欺诈发行、财务造

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是资本市场的“毒瘤” ，必

须出重拳、用重典。 一年多来，在党中央、国务

院的坚强领导下，证监会持续加强对证券违法

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积极配合立法机关完善

法律制度，（下转A02版）

半年报披露完毕

公募基金上半年实现利润逾7000亿元

□

本报记者 李惠敏 林荣华

8月31日，公募基金2020年半年报披露完

毕。 上半年， 公募基金实现利润7183.44亿

元。 在上半年整体加仓背景下，基金经理主

要增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小的绩优“核

心资产” 。

11家公司管理费收入均超10亿元

天相投顾统计显示，上半年，9318只基金共

实现利润7183.44亿元。

在上半年公募基金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的

同时，基金公司的管理费、托管费、佣金收入合

计544.8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上半

年基金公司管理费收入399.29亿元， 同比增长

31.05%。

从基金公司来看， 易方达基金公司和天弘基

金公司上半年管理费收入居第一、第二名，分别为

22.88亿元和21.57亿元。上半年管理费收入超过5

亿元的基金公司有23家，超过10亿元的有11家。

券商分仓佣金收入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之

一。 上半年，公募基金股票交易总额超7万亿元，

同比大增。券商分仓佣金收入达56.57亿元，同比

增长52.68%。 上半年，位列券商分仓佣金收入前

20名的券商累计实现佣金收入42.58亿元。

寻觅结构性机会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 上半年公募基金净买

入个股虽然分布在不同板块， 但都有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较小的特点。 其中，恒瑞医药、迈瑞

医疗、宁德时代、顺丰控股和恒生电子成为上半

年公募基金增持最多的五只股票， 净买入额均

超70亿元。 此外，五粮液、三花智控、三安光电、

用友网络和中科曙光等也颇受公募基金青睐。

大金融、 地产等板块部分个股在上半年遭

到公募基金减持。 上半年，公募基金净卖出额最

多的个股是中国平安，净卖出额达113.41亿元。

位居公募基金净买入额前十的股票上半

年涨幅均在25%以上，平均涨幅达57.97%。 位

居公募基金净卖出额前十的股票， 除牧原股

份外，其他股票的股价均在上半年出现下跌，

其中七只股票的股价跌幅超10%。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基金经理朱少醒表

示，经过上半年的上涨，市场整体估值抬升，结

构化差异继续扩大。在个股选择层面，偏好投资

于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管理层优秀的企业。

中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基金经理曹名长、

卢博森表示，目前经济向好趋势确立，低估值行

业优质个股将有所表现。（基金半年报焦点报道

见A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