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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8日下午就我国考古

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

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也正

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

践创新。 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

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要高

度重视考古工作，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 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专家陈星

灿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 也是一项具有

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

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

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

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 保护好、传承好历

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要

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

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习近平强调，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

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

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

场景。 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

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

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长期以来，中

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

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 丰富的科技文化

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

明进程。

习近平就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4

点要求。 一是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 我国

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 考古工作任重道

远。 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

研究” 、“考古中国” 等重大项目，加强考古资

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工作， 提高考古工作规

划水平。 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总体安

排，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 二是要做

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 考古学界

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

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

的研究阐释工作， 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

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 更加全面地呈现

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三是要搞好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

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 要建立健全历

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制度， 健全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机制，增强历史文化遗产防护能力，严

厉打击文物犯罪。 四是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

学科建设。 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

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要积极培养壮大考

古队伍，让更多年轻人热爱、投身考古事业，让

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习近平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

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 这是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要结合新的实际

发扬光大。要通过深入学习历史，加强考古成果

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 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

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

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不断增强民族

凝聚力、民族自豪感。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

史研究成果，通过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讲清楚中华文明的

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让世界了

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

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 营造良好国际舆论

氛围。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

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关心爱护考古工作者，

积极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为考

古事业、文物保护、历史研究创造良好条件。

“补水” 有戏 10月资金面料保持紧平衡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面对9月超储率低、流动性扰动多的突出矛

盾，央行流动性操作及时有力，货币市场利率中

枢在连升4个月后出现微降。 业内人士表示，展

望10月及四季度，到年底财政资金集中投放前，

金融机构超储率较低的状态可能不会有太大改

变，但调控趋紧势头也不明显，预计资金面呈现

紧平衡。

适时操作稳定预期

近几日，红彤彤的价格指标，刻画出季末、

长假等因素叠加给流动性带来的扰动。 9月最

后一天，资金面若出现更大波动也不会让人奇

怪。 不过，类似扰动难改市场对9月资金面整体

印象。

9月初至今，货币市场基本平稳，流动性偶

有紧张但未现持续性、超预期波动，表现略好于

8月。值得一提的是，货币市场利率中枢在连升4

个月后出现微降。截至9月29日，银行间市场7天

期债券回购利率DR007平均值为2.16%，较8月

回落3个基点。

这一结果来之不易。 一些机构测算，8月

底金融机构超储率已降至近1%的低位，流动

性“水位” 下降，抗冲击能力有所减弱。 与此

同时，9月政府债券继续较快发行， 到期流动

性工具不少，并受季末监管考核、长假取现及

财政收支等影响， 扰动因素不仅多且存在叠

加情况。

复杂形势下， 货币当局及时提供流动性支

持，弥补了供求缺口。 截至9月29日，9月央行累

计开展逆回购操作2.42万亿元、 中期借贷便利

（MLF）操作60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定存操

作800亿元，维护了流动性平稳。

10月面临多重压力

有机构认为，展望10月，资金面面临多重压

力，央行投放仍将是影响资金面的关键。（下转

A02版）

前8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18773亿元

□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9月29日，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

蔡自力在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今年1-8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18773

亿元。 减税降费政策效果主要体现为“一下

降，四增强” 。

一是税费负担持续下降。 前8个月全国

5000多万户小规模纳税人，享受月销售额10

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的约占92%，余下8%左

右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从3%降为1%（其中

湖北省免征），降幅达67%。

二是市场主体活力增强。 从市场主体数

量看， 到税务部门办理涉税事项的新增市场

主体， 在二季度同比增长7.1%的基础上，7、8

月份继续增加，分别同比增长15.9%和21.2%。

三是吸纳就业能力增强。 阶段性减免社

保费以及继续实施的降低社保费率等政策，

叠加去年个人所得税减税政策， 降低了企业

用工成本。

四是企业发展后劲增强。 前8个月，全国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33万户企业购

进高技术设备和高技术服务金额同比增长

24%，推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1%，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9.6个百分点。

五是企业发展信心增强。 税务总局监测

的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景气调查问卷显示，

89.4%的重点税源企业预计四季度生产经营

形势为“平稳” 或“好转” ，较三季度预测提

高4.7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制图/韩景丰

部分产品“强退”

银行理财转型踩油门

□本报记者 戴安琪 黄一灵

前不久， 某银行一只5年期理财产品提前

终止引发市场热议和投资者不满。 中国证券报

记者走访多家银行发现， 理财产品提前终止现

象并不普遍。分析人士称，银行提前终止部分产

品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 一是推动理财净值化

转型，二是避免成本收益倒挂对利润产生冲击。

“强退” 现象不普遍

普益标准发布的报告称， 自2018年以来，

银行理财市场共有1432只产品提前终止，其中

有1348只于理财新规发布后终止。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多家银行发现， 理财

产品提前终止现象确有存在，但不普遍。

一家国有大行支行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我们有产品提前终止， 原因比较复杂，不

便透露。 ”

一位农商行高管称：“没听说有产品 ‘强

退’ 。 我行理财规模很小，仅逾12亿元，影响不

大。 ”

“部分被‘强退’ 的理财产品，在发行时可

能故意用过高收益率吸引客户。 ” 另一家国有

大行理财经理分析， 这种推广行为不符合相关

规定，自然会被“强退” 。

某股份行理财经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一般产品不会提前终止。 提前终止的情况可

能包括：一是发生重大事故，例如战争、自然灾

害等； 二是银行认为产品投资的某一标的未来

存在风险，这是为客户考虑。 ”

推动银行理财整改

据普益标准统计，2019年银行开始加速清退

存量理财，涉及622只产品，较2018年大幅增加。

从银行类型看，近三年，股份制银行提前终

止的产品数量最多，共计767只，占比57%；其

次是国有银行，共有256只产品提前终止。 股份

制银行、 国有银行和城商行近三年提前终止的

产品数量呈上升趋势。

中信证券明明研究团队分析， 受到监管和

收益的双重压力， 银行提前终止了部分理财产

品。一方面，资管新规明确要求银行理财产品向

净值化转型。另一方面，传统银行理财产品默认

“刚性兑付”规则，预期收益率实际上成为银行

的负债成本，如果市场环境不及预期，银行会面

临风险管理的巨大敞口。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有

动力行使在产品合同中保留的提前终止权，否

则可能导致成本与收益倒挂。

一位国有大行高管表示， 对于待整改的表

外理财，重点在资产端的整改和化解。银行将结

合后续监管政策具体要求， 综合考虑持仓的资

产特性，拟采取发行理财子公司新产品承接、提

前终止二级市场出售、 部分回标等措施主动化

解，妥善完成存量理财产品压降工作。

利于资管市场发展

理财产品提前终止是否合规？ 北京时代九

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许桂林表示， 虽然理财产

品提前终止对投资者的收益会造成影响， 但从

合同约定看，因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化，银行提前

终止理财产品是合法合规的。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询多份银行理财产品说

明书发现，各家银行对提前终止风险均有提示，

总体可概括为，（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