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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审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8日召开会议， 研究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重大问题，审议《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

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

围和网上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 决定根据这次

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九

届五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开门问

策、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了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和

建议。这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系列座谈

会，直接听取社会各界对“十四五” 时期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各地区各部门各有

关方面和党的十九大代表对建议稿给予充分肯

定，认为建议稿主题鲜明、立意高远、目标明确、

措施有力，同时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建

议稿充分吸收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建议

和群众期待、专家意见、基层经验。 这是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的生动实践。

会议强调，“十三五” 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

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特别是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十三五”规划目标

任务即将完成，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

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

会议指出，推动“十四五” 时期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

念能力和水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增进民生福

祉。 必须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必须坚持

深化改革开放，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改革开放重大举

措。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

短板、强弱项，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 要

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 确保党中央关于

“十四五”发展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工作条例》， 是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

求，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对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坚定不移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前进、 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条例》对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领导体制、

领导职权、领导方式、决策部署、自身建设等作

出全面规定， 为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提供了基

本遵循。

会议要求，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

委会的组成人员要带头执行党章和 《条例》等

党内法规，带头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

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带头从严要求自己，

为全党同志作表率。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强化贯彻《条例》精神的政治自觉，确保

《条例》 精神和要求落实到党和国家各项工作

中去。

央行：综合施策推动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央行网站9月28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

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三季度例会于9月25日在北

京召开。与第二季度例会相比，第三季度例会有一

些新提法和新要求，比如没有出现“加大宏观政

策调节力度”的表述，新增“综合施策推动综合融

资成本明显下降”“引导贷款利率继续下行”等

要求。 分析人士认为，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将根据

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相机抉择，灵活适度开展操作，

突出精准导向，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更加注

重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会议认为， 今年以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稳步恢复。稳

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精准性和时效性，

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风险有效防控，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

和效率逐步提升。 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

转换顺利完成，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红利持

续释放， 货币传导效率增强， 贷款利率明显下

降，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

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功能。

会议指出， 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 要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

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集中精力办

好自己的事，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支持经济

高质量发展。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精准导向，综合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 提高政策的 “直达

性” ，继续用好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

度，落实好两项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普

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 切实提高普惠小微信用

贷款发放比例。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

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 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

责主业，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

的现代金融体系。

会议指出，着力打通货币传导的多种堵点，

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下

转A02版）

打造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升级版

“直接授权” 新模式呼之欲出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引领的新一轮国企改

革正提速升级，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

运营公司（简称“两类公司” ）改革试点不断

深化扩围。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今年将组建

首家国务院直接授权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业内人士表示， 改组组建投资运营公司，

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主体，是实行国有资本

市场化运作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

关键环节。 从中央到地方，“两类公司” 的改革

将加快步伐，推进符合条件的商业一类央企改

组组建“两类公司” 。

21家企业开展试点

国务院国资委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资

委已分3批在21家企业开展“两类公司” 试点。

随着国企改革进入三年行动关键期，打造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升级版成为重要方向。

“今年是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工

作的开启年、推进年。 中国国新正按照国资国

企改革新部署、新要求，紧紧围绕打造国有资

本运营升级版，加快深化改革试点。 ” 中国国

新董事长周渝波表示， 公司将以运营平台、运

营模式、运营能力升级为抓手，在加快形成可

复制、 可推广的试点经验模式方面取得新突

破，推动运营公司试点从初步运作向成熟运营

转变。要大力推动业务板块聚焦各自重点加快

发展，基金投资要突出稳中有进，金融服务要

强化创新驱动， 资产管理要加快探索特色，股

权运作要打造新增长点，境外投资要注重发展

转型。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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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深交所构建“造血式”扶贫机制

深交所分别于2013年5月对甘肃武山县、

2016年7月对新疆麦盖提县进行定点帮扶。 七年

来， 深交所累计为两县直接投入资金6047万元，

引导行业资金23.7亿元，累计减贫16.63万人。

“躺赚”秘籍起底

解锁双节理财攻略

如何将手中“闲钱”利用起来，在国庆中秋假

期成功投资呢？业内人士推荐国债逆回购、货币市

场基金和银行理财三个短期投资品种。 若想完整

获取假期收益，在投资时点方面须掌握窍门。

A03

机构天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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