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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试点机构

养老理财产品蓄势待发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调研了解到，

第二批养老理财产品试点机构产品正在

密集筹备中，待监管部门批复后，有望于

近期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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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

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7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

长王伟表示， 工信部将继续统筹好制造

业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提质增效升级，

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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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模型

看高质量审计实现路径

中国证监会前首席会计师陈毓圭撰

文指出，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市场监督体系

重要的制度安排， 认识审计质量问题，统

一各方的认识，也应当回到制度安排这个

起点，循着制度背后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

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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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会谈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6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 两国

元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中印尼关系以及双

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全面深入交换了意

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习近平指出，你是北京冬奥会后中方接待的

首位外国元首，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印尼关

系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印

尼关系蓬勃发展，彰显强劲韧性和活力。 双方战

略互信日益巩固，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合作

“四轮驱动” 合作格局不断深化，在维护地区和

平稳定、促进世界团结合作方面展现担当，积极

有为，树立了发展中大国联合自强、互利共赢的

典范。 事实证明，发展好中印尼关系不仅符合两

国共同长远利益，也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产生积极

深远影响。 当前，中国人民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印

尼人民也正为实现2045年建国百年目标积极打

拼。 我愿同你一道，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引领中印尼关系行稳致远，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尼发展阶段相似，共

同利益相连，理念道路相通，前途命运攸关。 构

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

普遍期待。 很高兴双方确立了共建命运共同体

这一大方向。中方愿同印尼以此为统领，巩固战

略互信，坚定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 坚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 坚定支持对方发展经济、 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双方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不

断走向深入，结出更多硕果。力争如期高质量建

成雅万高铁， 实施好 “区域综合经济走廊” 和

“两国双园” 等重大合作项目。中方将继续全力

支持印尼建设区域疫苗生产中心， 密切公共卫

生合作， 愿继续扩大进口印尼大宗商品和优质

农副产品。 中方愿积极参与建设印尼新首都和

北加里曼丹工业园，扩大发展融资合作，在数字

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世界之变正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展开，中印尼要同舟共济，展现发展中大

国责任担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

区域主义，为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贡献

亚洲力量。 中方全力支持印尼主持召开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 愿同印尼加强协调配

合，确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中方也将全力支持

印尼当好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 愿同东盟加强

团结协作，聚焦“五大家园” 建设，不断释放中

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动能。 中方欢迎印

尼继续积极参与“金砖+” 合作，赞赏印尼支持

和重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愿同印

尼就此加强沟通合作。

佐科表示， 我谨预祝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相信在习近平主席

坚强领导下，中国未来将取得更大成就。印尼和

中国是全面战略伙伴， 确立了共建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目标，彼此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不仅给两

国人民带来福祉， 也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 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

势下， 印尼和中国的良好合作体现了双方关系

的战略性，对地区和世界都是正能量。印尼愿同

中方一道，不断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

促进地区和平和全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印尼

钦佩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 愿借鉴

中方成功经验。 欢迎中方积极参与印尼新首都

和北加里曼丹绿色工业园建设，加强“全球海

洋支点” 构想同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战略对

接，深化投资、技术、疫苗、医疗卫生等领域合

作。雅万高铁是印尼快速发展的象征，印尼愿同

中方共同努力，确保雅万高铁按时竣工运行，使

其成为两国友谊的又一丰碑。 感谢中方支持印

尼做好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工作， 印尼愿同中方

密切协调， 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

取得成功。作为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愿为

东盟同中国关系发展作出积极努力。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意

见，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为劝和促谈创造条件，为

乌克兰局势缓和降温、 稳定全球经济秩序发挥

建设性作用， 共同维护好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

稳定局面。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两国元首会晤联合新闻声明》并签署关

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倡议与“全球海洋支点” 构想有关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以及疫苗、绿色发展、网络安全、海

洋等领域合作文件。

当晚，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为佐科和夫人

伊莉亚娜举行晚宴。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政策利好密集释放 消费稳步复苏可期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从扩大汽车消费到金融支持文化和旅游行

业恢复， 从举办第二届消博会到发放新一轮消

费券……最近一段时间， 政策支持消费更丰富

更有力，消费复苏势头持续巩固。

“消博会有望成为推动我国消费潜力释

放的‘催化剂’ 。 ” 专家表示，随着相关措施

落地见效，消费潜力将不断释放，消费信心将

得到提振，消费基础将更加牢固。 下一阶段，

消费有望稳步复苏， 进一步发挥稳住经济大

盘的作用。

多方政策齐发力

中央和地方支持消费恢复的利好近期密集

释放。

商务部等17部门日前印发《关于搞活汽车

流通 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 提出

12条措施扩大汽车消费；人民银行、文化和旅

游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和旅游

行业恢复发展的通知》，提出6条措施支持文化

和旅游行业恢复发展；商务部会同工业和信息

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研究提出的《关于

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的若干措施》也将于近

期发布。

对于下阶段巩固消费恢复势头的举措，商

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商务部将抓好政策落

实，做好政策储备，持续推动相关工作。

同时，多地推出新一轮促消费举措。如深圳

出台促消费30条措施，涉及汽车、消费电子、家

电、户外文旅体等九方面；河南出台26条举措

促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云

南出台28条措施促进消费恢复发展。 （下转

A02版）

河北省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

总值同比增长4%

7月26日， 一艘轮船

靠泊在唐山港京唐港区

集装箱码头装货（无人机

照片）。

记者从河北省政府

获悉，河北省今年1至6月

份外贸进出口总值2644.2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4%。 其中，出口1590.7亿

元，增长11.2%。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