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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 对话会

并发表特别致辞

强调解决时代课题，必须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 对话会，并发

表题为 《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

路》的特别致辞。 习近平强调，解决好这个时代

面临的课题，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1世纪的多边主义要守

正出新、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

值和基本原则，也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

对全球性挑战需要。要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以国

际法则为基础，坚持协商合作，坚持与时俱进。

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 实施互利

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科技创

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向着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不断迈进！

习近平指出，过去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公共卫生面临严重威胁，

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 人类经历了史上罕见

的多重危机。 现在，疫情还远未结束，抗疫仍在

继续，但我们坚信，寒冬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

黑夜遮蔽不住黎明的曙光。 人类一定能够战胜

疫情，在同灾难的斗争中成长进步、浴火重生。

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

的四大课题：

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推动世

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既要把握

当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加强宏观经济

政策支持，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阴影，更

要放眼未来，下决心推动世界经济动力转换、方

式转变、结构调整，使世界经济走上长期健康稳

定发展的轨道。

第二， 摒弃意识形态偏见， 共同走和平共

处、互利共赢之路。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

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

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

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

事业作出贡献。 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

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

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 可怕的是把

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 各国

应该在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基础上实现和平共

处，促进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动力。

第三， 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

沟，共同推动各国发展繁荣。发展中国家发展起

来了， 整个世界繁荣稳定就会有更加坚实的基

础。国际社会应该落实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发展

提供必要支持，保障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

促进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让各国人

民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

第四，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缔造人类

美好未来。 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亟

待加强。 加大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

关系人类前途和未来。 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

问题，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

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多边

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

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在国际上搞

“小圈子” 、“新冷战” ，排斥、威胁、恐吓他人，

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人为造成相互隔

离甚至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一

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同。 要坚守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要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 不搞唯我

独尊。 国际社会应该按照各国共同达成的规则

和共识来治理， 而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国家发号

施令。 联合国宪章是公认的国与国关系基本准

则，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

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维护多边机构的权威性

和有效性。 要坚持通过制度和规则来协调规范

各国关系， 反对恃强凌弱， 不能以多边主义之

名、行单边主义之实。 规则一旦确定，大家都要

有效遵循。“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不应成为我们

的选择。（下转A02版）

红线划定 险企偿付能力达标需过三关

●本报记者 薛瑾

中国银保监会1月25日消息，银保监会近

日修订公布的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

定》明确了偿付能力监管的三支柱框架，将偿

二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定量资本要求、 定性监

管要求和市场约束机制构成的三支柱框架体

系，上升为部门规章。 《管理规定》完善偿付

能力监管指标体系， 将监管指标扩展为核心

偿付能力充足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风险

综合评级三个有机联系的指标。 三个指标均

符合监管要求的保险公司， 为偿付能力达标

公司。《管理规定》自3月1日起实施。

强化主体责任

《管理规定》修订重点包括五大方面，包

括：明确偿付能力监管的三支柱框架；完善偿

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 强化保险公司偿付能

力管理的主体责任； 提升偿付能力信息透明

度，进一步强化市场约束；完善偿付能力监管

措施。

《管理规定》明确，保险公司同时符合三

项监管要求的，为偿付能力达标公司：一是核

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50%， 二是综合偿

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00%，三是风险综合评

级在B类及以上。 不符合上述任意一项要求

的，为偿付能力不达标公司。

《管理规定》 进一步强化了保险公司偿

付能力管理的主体责任， 要求保险公司建立

健全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 建立完

备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制度和机制， 建立偿

付能力数据管理制度和机制， 制定三年滚动

资本规划等。

风险综合评级分为四类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60%或综合

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120%的保险公司，将作

为重点核查对象。 ” 对于接近监管红线的公

司，《管理规定》特别指出，其将成为监管的

核查重点。

偿付能力不达标公司将面临针对性的监

管措施。

对于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达标的公司，《管

理规定》 将监管措施分为必须采取的措施和

根据其风险成因选择采取的措施。 必须采取

的措施包括监管谈话； 要求保险公司提交预

防偿付能力充足率恶化或完善风险管理的计

划；限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

平；限制向股东分红等。 选择采取的措施包括

责令增加资本金； 责令停止部分或全部新业

务；责令调整业务结构，限制增设分支机构；

限制业务范围；责令调整资产结构等措施。 对

于采取上述措施后偿付能力未明显改善或进

一步恶化的，由银保监会依法采取接管、申请

破产等监管措施。

按照监管划分， 风险综合评级分为A类、

B类、C类和D类。对于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和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标，但操作风险、战略

风险、声誉风险、流动性风险中某一类或某几

类风险较大或严重的C类和D类保险公司，银

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根据风险成因和风险

程度，采取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编织风险防范网

2016年，“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

系” 即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正

式实施。 偿二代实施后，原保监会就启动了对

原《管理规定》的修订工作。

（下转A03版）

央行：引导金融机构提升动产融资效能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副司长谢丹1月25日在

“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做好

《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的

组织落实工作，为市场主体提供统一、高效、便捷

的登记服务，引导金融机构提升动产融资效能，便

利小微企业融资，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此外，央行

征信管理局副局长田地表示， 个人征信业务需要

持牌经营，并纳入征信监管。 打着大数据公司、金

融科技公司等旗号， 未经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

个人征信业务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

促进中小微动产担保融资发展

《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

定》日前印发，决定自今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

内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

谢丹表示，《决定》实施后，全国市场主体可

以享受到统一登记的便利。 当事人可7×24小时

在线自主办理登记、查询，登记流程简化，查询效

率提高，成本显著降低，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征

信中心已经正式对外提供统一登记服务。

田地表示，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有

效解决了附着在统一动产或权利上的担保交易信

息分散、不透明、易产生权利冲突等问题，具有重

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有助于优化我国

的营商环境； 二是有助于促进中小微企业动产担

保融资发展。

自主登记显著提高效率

《决定》提出，将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

品抵押，以及应收账款质押等七大类动产和权利担

保纳入统一登记范围，由当事人通过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自主办理登

记。 当事人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

负责，登记机构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

对此，谢丹表示，与实质审查相比，自主登记

能够显著提高登记效率， 也符合现代登记服务理

念和国际上最佳实践经验。（下转A03版）

聚焦放量与涨价

公募透露两条新主线

公募基金策略显示，A股市场轮动慢涨

格局不变， 增量资金持续瞄准业绩确定性高

的行业。 基于“放量” 和“涨价”两条新的投

资主线， 核酸检测板块和半导体板块是后市

布局重点。

募资3914亿元

去年深市再融资规模增长2.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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