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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分
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
工作。从会议透出的信息看，面对经济
运行稳中有变的新形势，财政政策和货
币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将进一
步提高，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上半年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
向好态势。”会议在肯定上半年经济成绩
的同时，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
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
显变化。

上半年我国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初步核算，上半年GDP同比
增长6.8%，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8%，二季度增长6.7%，连续12个季度
保持在6.7%至6.9%的中高速区间。

应该看到，当前中国经济也面临着
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向外看，外部环境
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向内看，经济正处在
调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下行压

力犹存。
新问题引发政策新考量。“保持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
性、灵活性、有效性。财政政策要在扩大
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要把
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会议提出。

专家表示，这意味着宏观政策在保
持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正在根据形势
变化相机进行预调微调，应对外部环境
不确定性，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从会议释放的信号看，财政政策短
期侧重扩大内需，长期侧重结构调整，货
币政策的重心是总量调节，两大政策各
有分工，协调搭配。”中原银行首席经济
学家王军表示。

货币政策的松紧，关系到实体经济
的资金血脉。今年以来，我国社会融资
规模增速出现下滑。“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将为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适宜
的货币金融环境。

其实，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
经济形势，人民银行已经加强了对货币
政策的预调微调，通过降准置换、定向降
准、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
围等政策工具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货币政策要在坚持基调不变的情
况下，注重定向、结构性投放流动性，疏
通国民经济循环和货币政策传导，加快
提升中小企业融资服务能力。”中国人民
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
表示。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发力？财政部
副部长刘伟表示，在保持较高财政投入
力度和支出强度的同时，积极财政政策
的主要着力点体现在加大减税降费力
度、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上。同时将加快
今年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和使用进度，努力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

目早见成效。
“会议对两大政策的表述，是外部环

境发生明显变化的前提下进行的边际调
整，目的在于缓解外部负面冲击与内部
压力共振可能引发的经济明显减速与风
险过快释放。”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明表示。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国经济正在迈
向高质量发展，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正
在推进，金融领域的乱象正在逐步肃
清。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的同时，要防止地方债务的风
险累积扩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
时，要避免进一步加杠杆的冲动。

“宏观调控政策进行针对性的短期
调整的同时，我们要继续通过改革的手
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体制机
制障碍。中国经济一定能够有效应对国
内外复杂形势，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王
军表示。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
——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的金融信号之一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韩洁

三伏时节，日头正毒。长江上中游
分界点的湖北宜昌，气温不断攀升，水汽
蒸腾，让人愈发感到闷热难耐。

上午7点半，宜昌夷陵长江大桥下
的江滩上，一群身穿荧光背心、手提塑
料袋的人们，在江滩边弓着身子找寻着
什么，只见所过之处，碎布、玻璃碴等各
种垃圾被一一捡起带走，留下干净的沙
地。

“我们叫‘三峡蚁工’，今天组织了
200多人在江滩边捡垃圾。”“三峡蚁工”
志愿者组织发起人“喜哥”一身运动装
扮，娴熟地在江滩边草丛、石缝中捡拾着
垃圾，一阵忙碌下来，早已汗流浃背。

“喜哥”本名李年邦，今年51岁的他
是一名普通的发型师。2015年11月，他
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位外国小伙义务
清理河道垃圾的新闻后触动很深：“生长
在长江边，我为何不行动起来，也把长江
打扫得干干净净呢？”

李年邦很快买来了垃圾袋、手套等
工具，隔天一大早，他便来到江边清理垃
圾。他告诉记者，第一次在江边捡垃圾
时，从河堤上向下看，只能看到沙子和泥
巴，可走进江滩后才发现，各种垃圾就藏
匿在河沙和淤泥之中。

头一天，李年邦捡了两小袋50多斤

垃圾；第二天捡了2大袋100多斤；第三
天则捡到了4大袋200多斤……“整个河
滩就像一个垃圾场”。

“从江岸到江滩，只有短短的300
米，我却走了很久，感觉这是我人生中走
过的最长一段路。”李年邦说，在江边捡

垃圾除了遇到清运、处理等问题，种种非
议更让人吃不消：“这条河有多少垃圾关
你什么事？”“你是不是在作秀？”“赚不赚
钱，不赚钱干嘛做？”“大水天天打来垃
圾，你捡得完吗？”

自己选择的路，再难也要走下去。

在妻子和儿子的鼓励下，李年邦决定坚
持下去。渐渐地，他的身边出现了点赞
者、致敬者和同行者。2016年10月，在
李年邦的发起下，“三峡蚁工”志愿者组
织正式成立，300多名固定成员成为长
江垃圾清理的主力军，他们以“保护长
江母亲河”为口号，每逢周末和法定节
假日都会自发组织在长江岸边捡拾垃
圾。

凡事贵在坚持。碰到雨雪天气，凛
冽的江风犹如刀子一般，刮得人脸上生
疼。而在夏季高温高湿，腐烂垃圾散发
阵阵恶臭又令人作呕，但李年邦始终不
敢有一丝懈怠。他告诉记者，一路走来，
遇到的困难虽然很多，但看到江边的垃
圾越来越少，前来拍婚纱照的新人越来
越多，他更坚定自己的初衷。

“三峡蚁工”的善举得到社会的广
泛认同，据不完全统计，“三峡蚁工”志
愿者组织成立近2年，参与志愿活动的
市民就超过2万人次，捡拾垃圾总量近
700吨，志愿活动范围已从城区江滩拓
展到城郊及沿江风景区，并在宜昌市夷
陵区及西坝成立了“三峡蚁工”志愿者
分会。

“‘三峡蚁工’寓意着我们每一个人
就像一只小小的蚂蚁，蚂蚁虽然力量很
小，但是当它们抱团在一起的时候，就会
产生无穷的能量。”李年邦说，他最大的
希望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三峡蚁
工”志愿者队伍中来，一起争做长江守护
人，共圆美丽中国梦。

（新华社武汉8月1日电）

“三峡蚁工”搬运记
新华社记者 王自宸

据新华社武汉8月1日电 （记
者 徐海波 伍欣）曹学楷是黄麻
起义领导人，鄂豫边红军和苏区创
建人。1898年生，湖北黄安（今红
安）人。1918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
附属中学学习，1923年入武汉中学
学习，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1925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 8 月，曹学楷回到家
乡，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中共基层
组织和农民协会，任中共七里坪区
委书记，是黄安县农民协会主要负
责人。1927年11月，参与领导黄
麻起义，任起义胜利后成立的黄安
县农民政府主席。他在就职演说中
宣布：“现在是劳农的世界，无产阶
级的世界了。”起义受挫后，他随工
农革命军鄂东军余部转移到黄陂县
木兰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初，鄂东军改编为中国
工农革命军第7军，曹学楷任军委
委员。1928年5月起，参与领导开
辟柴山保苏区。他主要负责地方工
作，动员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支援前
方作战。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
了一系列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和策
略。如对敌斗争中，除首恶者必办
外，对民愤不大的上层人物采取中
立政策，尽量缩小打击面；对中小地
主暂实行减租减息，不急于分配土

地；充分利用当地红枪会、土著武装
和军阀部队的矛盾，对其进行分化、
瓦解和争取工作。按照这些政策和
策略，他带领干部深入群众，广泛开
展宣传发动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
对建立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苏
区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7月后，曹学楷历任中
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参谋长、
中共鄂东（后为鄂东北）特委委员、
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鄂豫边红
军总预备队政治委员、中共第1军
前敌委员会委员、第4军11师政治
部主任、第13师政治委员等职，率
部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次
反“围剿”。

1931年10月，在“肃反”中曹
学楷被错杀于河南省光山县白雀
园。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他为革
命烈士。

黄麻起义领导人——曹学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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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国奉献中书写精彩人生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在广大知识分子中

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答记者问

日前，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印发通知，对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
时代”活动作出部署。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活动开展的背景、意义、内容、要求等问题，回答了记
者的提问。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在爱国奉献中书写精彩人
生——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
负责人就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
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
业新时代”活动答记者问》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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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记者 闫
子敏）对于美方计划宣布对价值2000亿
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的报道，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1日表示，单方面威胁
和施压只会适得其反。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有报道说，美方计划于 1 日晚些时候
宣布对价值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
品 征 收 关 税 ，税 率 从 10% 上 调 至
25%。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近期中美

双方是否就经贸问题进行过沟通？是
否讨论了如何缓和当前中美紧张的经
贸关系？

耿爽说，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的立
场是非常坚定、明确的，没有改变。美

方的施压和讹诈不会起作用。如果美
方采取进一步升级举动，中方必然会
予以反制，坚决维护我们的正当合法
权益。

至于中美之间沟通与对话问题，耿
爽说，中方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处理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我们为此作出的
努力和展示的诚意，国际社会非常清
楚。“同时我要强调，对话必须建立在相
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在规则之
上，建立在信用之上。单方面威胁和施
压只会适得其反。”

对美方计划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外交部回应——

单方面威胁和施压只会适得其反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张
弛 刘红霞）海关总署8月1日宣
布，即日起，海关进出口货物整合申
报正式实施。原报关单、报检单将
合并为“一张大表”进行货物申报，
让企业真正实现一次申报、一单通
关。

此次改革，海关总署将原报关、
报检共229个申报项目精简为105
个，对进口、出口货物报关单和进

境、出境货物备案清单布局结构进
行优化，版式由竖版改为横版，纸质
单证采用普通打印方式，取消套打，
不再印制空白格式单证。

值得一提的是，海关总署将原
报关报检单据单证整合为一套随
附单证、一组参数代码，参照国际
标准，统一了国别（地区）、港口、币
制等8个原报关、报检共有项的代
码。

一次申报一单通关

新版报关单8月1日启用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
日报记者近日从四川省南充市了解
到，南充日前通过了《关于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建设“成渝第二城”争创全
省经济副中心提供强力支撑的决定》
等文件，提出要加快建设“成渝第二
城”，奋力争创四川省经济副中心。

南充地处四川盆地东北部、嘉
陵江中游，是四川省人口第二大市，
总人口达到了730万，距离重庆主
城200多公里。近年来，南充在成
渝两个超大城市之间逐渐崛起，被
誉为“成渝第二城”。

南充市委书记宋朝华表示，南

充未来将紧抓建设成渝经济区北部中
心城市和重要交通枢纽节点、嘉陵江
流域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机
遇，坚定不移实施“155发展战略”，强
化“五大千亿产业集群”和“五大百亿
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支撑，突出“五
大板块重大工程项目”和“100件大
事”战略抓手，聚力建设“内陆开放新
高地、优势产业集聚地、综合交通枢纽
地、城市发展样板区、乡村振兴示范
区、生态文明先行区、品质生活共享
区、改革创新试验区”，全面推动高
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成渝第二城”，
争创四川经济副中心城市。

南充加快建设“成渝第二城”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 （记
者 赵文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网监司1日表示，高度重视媒
体反映的拼多多平台上销售侵权
假冒商品等问题，已经要求上海
市工商局约谈平台经营者，并要
求上海市和其他相关地方工商、

市场监管部门，对媒体反映的以
及消费者、商标权利人投诉举报
的拼多多平台上销售山寨产品、
傍名牌等问题，认真开展调查检
查，不管是第三方平台还是平台
内经营者，只要构成违法，都将依
法严肃处理。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对“拼多多”侵权假冒商品等问题进行调查

➡近日，长江防总抢抓降雨停歇期，精细调度三峡水库减小下泄流量，
积极开展航运应急调度，及时疏散三峡江段小功率积压船舶，缓解三峡、葛
洲坝两坝间航运压力。8月1日，滞留在三峡江段的待闸船舶基本疏散。

（据新华社）

长江防总开展应急调度及时疏散三峡滞留船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