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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9 月 13 日电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第 22 届全体大会 13 日在四川成都开幕。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大会致贺词。

习近平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
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
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旅游业，旅游业
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综合贡献率已超过 10%。未来
5 年，中国将有 7 亿人次出境旅游。中国拥有悠久历
史、灿烂文化、壮美山川、多样风情，我们热情欢迎各
国旅游者来华观光度假。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为推
动全球旅游业发展、加强国际旅游交流合作发挥着
积极作用。希望各国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共同推动全
球旅游事业取得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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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迎接新时代

新华社杭州 9 月 13 日电(记者岳德亮)近日，在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伍浦村的文化礼堂，迎来一场
特殊的见面会。见面会的一边是吴兴区小红砖广播
宣讲团的成员们，一边是广播那头的听众。

宣讲团成员孙涛说，十九大召开在即，想了解下
听众的想法和需求，为宣讲素材“补充营养”。

2008 年以来，湖州市吴兴区牢牢抓住“广播”这
一载体，组建运行“吴兴区小红砖广播宣讲团”。目前
宣讲团共有成员 232 人，主要由大学生村官、机关干
部、村干部以及热心宣讲的普通群众组成。

为什么选择广播作为基层宣讲的主阵地？那得
从吴兴区一个家喻户晓的“网红主播”说起。从
1969 年 1 月 1 日吴兴区织里镇广播站的第一声开
始，王金法一干就是 49 年。期间，王金法因退
休，广播暂停了一段时间，但习惯了听广播的村民
联名写信按红手印要求将他留了下来。

2010 年，王金法被评为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
个人。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吴兴区投入 500 多万元，

打造覆盖全区 8 个乡镇、162 个行政村的基层广播
宣讲阵地，均以“王金法广播”来命名，并建起了区、

镇、村三级广播宣讲栏目。“王金法广播”主要面向田
间地头农民群众，乡音农谚是它的特色。

2013 年，吴兴区投入资金 800 多万元，在
5200 多家童装企业安装调频广播 10400 只，打造
起面向企业主、外来务工人员的“车间好声音”广
播宣讲阵地。

为什么广播宣讲团要用“小红砖”来命名？吴兴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建良说，“‘小’是以‘小’见大，做
到宣讲单位小而精，宣讲内容浅而优，宣讲时间短而
活；‘红’是以‘红’载道，强化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习
和宣讲；‘砖’是以‘砖’为鉴，砖取材于泥，是提醒广播
宣讲员服务的是最基层的百姓。”

党的十八大以来，“王金法广播”已宣讲 11 万余
期、165 万多分钟；“车间好声音”已宣讲 2600 余期、

31 . 2 万多分钟：受众达 40 多万人次。

浙江吴兴：

乡音农谚“小红砖”

“砌”出宣讲主阵地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记者王慧慧)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
同意，共同规划好两国未来合作，推动中文关系在新时期得到更
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中文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也是相互信赖的朋友
和伙伴。两国建交以来，超越国情和社会制度差异，建立了战略
合作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效显著。今年是两国
建交第二个 25 年的开局之年，双边关系正处于承上启下、继往
开来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文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双
边关系，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做大做强各领
域务实合作，进一步促进各自国内发展。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继
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中
方赞赏文方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愿同文方一道，以共建
“一带一路”为契机，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能源、清真食品、农渔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双方要加强
防务和执法合作，把两军互信和合作提升到新高度。要加强文
化、教育、体育、卫生、旅游、媒体、地方交往等领域交流合作，巩
固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双方要加强地区和国际事务合作，在联
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内加强沟通和协调。

习近平指出，中方赞赏文方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
愿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发展规划对接，推动双方关系提
质升级，助力东盟共同体建设。当前，南海局势趋稳降温，呈现积
极发展态势。中方愿同文方及有关各方一道，将南海建设成和平
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哈桑纳尔表示，文莱祝贺中国国家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支
持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一定能够实现。 （下转 2 版）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共同规划两国未来合作 推动中文关系在新时期取得更大发展

 9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文莱苏
丹哈桑纳尔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为哈桑纳尔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13 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情况和重点政策措
施落实第三方评估汇报，持续狠抓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促进经济发
展和民生改善取得更大成效。

会议指出，督查是政府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政策执行力
的重要举措。在连续三年开展全国大督查的基础上，近期国务院
再次对 18 个省(区、市)开展实地督查，并组织有关部门自查。
总的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
告确定的重大政策措施、重点任务等，取得明显成效，巩固和发
展了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推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民生
改善。督查也发现一些地方去产能工作不扎实不到位、投资项目
报建和银行开户等审批用时长、涉企不合理收费屡禁不止、科技
成果转化障碍多等问题。会议要求，一要对发现的问题抓紧整
改。坚定不移去过剩产能，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要彻底
清查未纳入“地条钢”清单的落后钢铁产能，一旦发现从严处
理，并严肃问责，防止死灰复燃。相关部门要抓紧出台措施，整
治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学会等存在的重复、偏高和过度收费，坚决

取缔违规收费。商务部要尽快提出进一步促进利用外资的措
施。发展改革委要牵头对解决部分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调整不
规范导致资金闲置、推动项目施工图联合审批等拿出办法。二
要推广督查中发现的各地在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企业成
本、促进创业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做
法。三要对督查中各地提出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采纳。对涉及法
规制度立改废的要深入研究，对可以立行立改的要尽快落实。会
议强调，以上督查整改情况年底前要向国务院汇报。要建立重大
决策部署常态化督查督办和激励问责机制，以改进政府作风、
提高行政效能的更大成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指出，开展第三方评估对提高公共政策绩效具有把脉
会诊和促进完善的积极作用，是督查工作的重要补充。受国务院
委托，全国工商联、国家行政学院采取实地走访、座谈等方式，对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民间投资等重点政策措施落实情
况进行了第三方评估。评估表明，实施上述政策，对推动经济发
展和结构转型升级、增强内生动力、扩大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评估报告还对完善政策、优化环境、加强统筹等方面提出了意见
建议。会议要求，要运用好评估成果。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
门，认真梳理研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一要以市场主体感受和诉
求为导向，围绕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填补政策盲区、完善
创业投融资体系、提升“双创”服务体系水平、破解民间投资隐形
障碍等，进一步推动政策完善和创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
民间投资、外商投资信心和创业创新活力。二要加强政策配套。
制定政策实施细则要紧扣政策设定的目标，避免市场主体被不
合理的门槛挡住或绊倒。三要加强政策协调，减少政策模糊地
带，提高可操作性。要用好新媒体等各种手段，使政策广而告之，
便利市场主体知晓、受益。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情况和重点

政策措施落实第三方评估汇报

●持续狠抓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促进经济

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更大成效

新华社记者姜琳

改革，对大多数企业来说，都是想方设法增加收入。但有一家
大型央企，却在改革中不断向自身收益“开刀”。用其负责人的话
说，这样做是为了向社会“多让利”，同时倒逼企业“瘦身健体”、优
化经营。

这家企业，就是世界 500 强排名第二的中国国家电网公
司。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电网通过一系列举措，释放改革
“红”利，增强能源“绿”意，拓展增长“蓝”海，勾勒出发
展新图景。

降低电费，释放改革“红”利

华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的一家高科技
企业，过去一直是当地供电公司的用电大户。今年 7 月起，该公司
改由电力交易平台向发电企业直接买电，每千瓦时电的价格较此

前降低了 5 分 5，不到两个月就省了 54 万元。
“电网企业的收入肯定是减少了，但给企业带来大实惠，

能实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国家电网公司专职新闻发言
人王延芳坦言，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重点是建设统一开放、竞
争有序的电力市场体系，使电力能像普通商品一样自由买卖。
对此，国家电网责无旁贷。

仅一年多时间，国家电网就建成首个国家级电力交易中心

和 27 家省级电力交易中心，目前注册各类市场主体近 4 . 5 万
家，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大幅提升。今年 1 至 8 月，完成市场
化交易电量 853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3% 。

“多买多卖的市场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越来越多执行
‘政府定价’的计划交易，转向了双方‘协商定价’的市场化
交易。仅直购电一项，今年预计就将为企业降低用能成本超过
180 亿元。”国网公司体改办副主任魏玢表示。
事实上，国家电网让出的“红利”远不止于此。王延芳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仅今年一年，取消电价中城市公用事业附加
费，可降低企业电费 280 亿元；取消电铁还贷电价，让利 52
亿元；按照 7 月末各省份批复的输配电价新标准，还将减少企
业成本 178 亿元。 （下转 2 版）

改革后收入减少几百亿，这家央企干了啥

新华社深圳 9 月 13 日电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同俄罗
斯总统普京分别向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开学典礼致贺辞。

习近平在贺辞中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推
动力，也是促进各国人民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近年来，
中俄教育合作深入发展，两国高等院校交流更加密切，为
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俄联合创办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是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
也是两国人文合作深入发展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示范
意义。

习近平强调，希望中俄两国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工
作者发挥各自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加快完善深圳北理
莫斯科大学各项建设，努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培养高素
质人才，为深化中俄教育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作出

贡献。
普京在贺辞中表示，教育合作一直是俄中战略伙伴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高校直接交流逐年扩大，互换留
学生交流实践日趋完善，两国中学生在对方国家疗养营地
度假已成为常态。我相信，在两所知名大学基础上创办的
俄中大学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理解。该校
毕业生不仅在俄中两国、也将在世界受到欢迎。

习近平同普京分别向深圳北理

莫斯科大学开学典礼致贺辞

砥砺奋进的五年·国企改革

企业电费降了，意味着我们直接和间接

少收了约 700 亿元。过去电网靠统购统销

“吃差价”行不通了，必须主动调整盈利模

式，进一步提高自身效率和管理水平，不断

压缩成本，以在市场上持续站稳脚跟

连日来，黑龙江省部分农民开始抢收早稻。头茬
米在中秋前就能走上餐桌，虽然价格略高，仍受到消
费者青睐。 新华社记者王凯摄

收早稻 挣“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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