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1日晚， 以色列被俘士兵沙利特的支持者在耶路撒冷以色列
总理官邸外的集会现场庆祝。 当晚，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
斯） 宣布已与以色列就释放以被俘士兵沙利特达成协议， 并将于数日
内执行换俘行动。 新华社发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谭云东）今
晚， 预赛发挥欠佳的中国体操男队依靠
近乎完美的表现上演逆转好戏， 以总分
275.161力压东道主日本队， 夺得2011年
世界体操锦标赛男团冠军， 实现 “五连
冠”。日本队和美国队分获亚军、季军。

决赛中，中国队的第一项是鞍马，陈
一冰、严明勇、滕海滨先后稳定发挥 ，展
现了卫冕冠军的自信和底蕴。 接下来的
比赛， 中国队在吊环比赛受到裁判的压
分，但队员并没有受到判罚的影响，紧紧
咬住领先的日本队和俄罗斯队， 在第五
项单杠之后，排名升至了第一位。最后一
项，日本队在单杠中，田中佑典与内村航
平接连出现失误，而中国队的冯喆、张成
龙 和 邹 凯 均 顺 利 完 成 比 赛 ， 最 终 以
275.161分力压日本队 （获得273.093分），
夺得本届体操世锦赛的男团冠军。

自从1983年第一次夺得世锦赛团体
冠军，中国体操男队已是第10次夺冠，这
次是首个“五连冠”。

本报杭州10月12日电 （记
者 沙兆华） 今天是全国第八届
残疾人运动会首日， 我省运动员
夺得1金2银2铜。

在下午举行的男子48公斤级
的举重比赛中， 我省轮椅上的运
动员李俊以卧推举143公斤的好
成绩， 取得第一名， 实现了我省
开赛首日的开门红 。 游泳比赛
中， 我省4人获得较好名次 。 其
中 ， 刘泽蛟在男子400米自由游
S11级中获得银牌 ； 田荣获得男
子50米蝶泳S7级亚军； 杨峰获男
子100米蝶泳S8级铜牌 ； 在女子
400米自由泳S10级比赛中， 年仅
16岁的小将彭玲获得铜牌。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2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2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确定支持
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 财
税政策措施。

会议指出， 当前一些小型微
型企业经营困难， 融资难和税费
负担偏重等问题突出， 必须引起
高度重视。

会议研究确定了金融支持小
型 微 型 企 业 发 展 的 政 策 措 施 ：
（一）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
支持。 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型微
型企业贷款的增速不低于全部贷
款平均增速， 增量高于上年同期
水平， 对达到要求的小金融机构
继续执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 商
业银行重点加大对单户授信500
万元以下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
持。 加强贷款监管和最终用户监
测， 确保用于小型微型企业正常
的生产经营。 （二）清理纠正金融
服务不合理收费， 切实降低企业
融资的实际成本。 除银团贷款外，
禁止商业银行对小型微型企业贷
款收取承诺费、资金管理费。 严格
限制商业银行向小型微型企业收
取财务顾问费 、 咨询费等费用 。
（三 ） 拓宽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渠
道。 逐步扩大小型微型企业集合
票据、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发行
规模， 积极稳妥发展私募股权投
资和创业投资等融资工具。 进一
步推动交易所市场和场外市场建
设， 改善小型微型企业股权质押
融资环境。 积极发展小型微型企
业 贷 款 保 证 保 险 和 信 用 保 险 。
（四）细化对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
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 对小型微
型企业贷款余额和客户数量超过
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放宽机构准
入限制， 允许其批量筹建同城支
行和专营机构网点。 对商业银行

发行金融债所对应的单户500万
元以下的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在
计算存贷比时可不纳入考核范
围。 允许商业银行将单户授信500
万元以下的小型微型企业贷款视
同零售贷款计算风险权重， 降低
资本占用。 适当提高对小型微型
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 （五）
促进小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 强
化小金融机构重点服务小型微型
企业、社区、居民和“三农”的市场
定位。 在审慎监管的基础上促进
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组建工作 ，引
导小金融机构增加服务网点 ，向
辖内县域和乡镇地区延伸机构 。
（六 ）在规范管理 、防范风险的基
础上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有
效遏制民间借贷高利贷化倾向 ，
依法打击非法集资、 金融传销等
违法活动。 严格监管，禁止金融从
业人员参与民间借贷。

会议研究确定了财税支持小
型 微 型 企 业 发 展 的 政 策 措 施 ：
（一）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税收扶
持力度。 提高小型微型企业增值
税和营业税起征点。 将小型微利
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 ，
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 将
符合条件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技
术服务示范平台纳入科技开发用
品进口税收优惠政策范围。 （二）
支持金融机构加强对小型微型企
业的金融服务。 对金融机构向小
型微型企业贷款合同三年内免征
印花税。 将金融企业中小企业贷
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延长
至2013年底。 将符合条件的农村
金融机构金融保险收入减按3%征
收营业税的政策， 延长至2015年
底。 （三）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
规模， 更多运用间接方式扶持小
型微型企业。 进一步清理取消和
减免部分涉企收费。

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相关金融财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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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记者
钱彤） 国家主席胡锦涛12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理普京。 双方就
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
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胡锦涛说，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
俄经贸合作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不
利影响， 重新走上了快速增长的轨道。
中俄经贸合作互补性强， 合作潜力巨
大。 双方要进一步挖掘潜力，扩大合作
规模，增加相互投资，加强大型项目合
作，深化能源合作，促进地方合作，不断
提高两国经贸合作质量和水平，为实现
到2015年双边年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
元的目标而共同努力。

普京说，两国经贸合作近年来取得重
要进展，贸易规模显著扩大。 俄方愿同中
方进一步加强能源、科技、航空、航天等领
域的战略合作，深化地方合作，努力实现
双方确定的贸易发展目标。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刘为民在12日例行记者会上
证实， 中俄总理第十六次会晤期间 ，
双方就管道原油贸易价格问题达成一
致。

刘为民说， 俄罗斯具有丰富的能源
资源，中俄两国合作具有较好的潜力。双
方将继续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 扩大能
源各领域合作。

目前， 中俄能源合作已经在一批
大项目上取得积极进展。 中俄原油管
道今年1月1日开始由俄罗斯向中国供
油 ， 标志两国能源合作取得重大突
破， 为俄罗斯原油出口开辟了稳定市
场 ， 也为中国提供了稳定的石油供
应。

11日晚， 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并出席中俄总理第十六次定期会晤的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弗拉基米尔·普
京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受了新华社和中
央电视台联合采访，就中俄关系、两国
经贸合作及金砖国家的作用、 欧债危
机等国际热点问题回答了提问。

他说， 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很
多， 不仅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供应， 也
包括联合勘探、 开采。 天然气定价问

题很重要， 今天我同温家宝总理会谈
时说， 买方都希望便宜点， 卖方都希
望贵一点 。 我们在政治层面不做买
卖， 这是两国企业之间的事， 他们会
找到公平合理互利的解决方案， 我们
不用干涉企业的事。

谈到金砖国家经济发展能否引领
世界走向新秩序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的问题时， 普京说， 当前， 首要任务
是对现有经济秩序进行变革， 包括改

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
这些机制中， 金砖国家的作用应该得
到提升。

他说， 关于美国， 我不觉得我的
言论有多么激烈。 听听一些欧洲领导
人、 专家和部长们的话， 他们也和我
有同样的评价。 美国不是世界经济的
“寄生虫”， 而是美元垄断地位的 “寄
生虫 ”。 我这样说不是我喜欢批评美
国， 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共同

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需要我们在欧美
的朋友们， 以及金砖国家的朋友们在
20国集团框架内共同去寻求。

谈到他的政治理想和理念时， 普
京说， 参加俄罗斯大选的决定是和梅
德韦杰夫总统共同作出的。 这个决定
有利于加强俄罗斯的政治体制， 我们
也非常期望得到选民的支持。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普京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指出

美国是美元垄断地位的“寄生虫”

10月12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理普京。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记者
12日从国务院医改办获悉， 截至目前，
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总参保人数增
加到12.8亿人。

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迅速
扩展。 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和
城乡医疗救助分别覆盖城镇就业人员、城
镇非就业人员、 农村居民和城乡贫困人
群， 在制度上实现了对城乡居民的全覆
盖。现在这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了
90%以上的城乡居民，比2008年增加了1.54
亿人。 近800万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
困难企业职工全部纳入了基本医疗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记者12日
在国务院医改办获悉，我国基本医疗保障
水平大幅提升。

据介绍，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政府
补助标准增幅较大，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
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2009年为每人
每年80元，2010年提高到120元，2011年又
提高到200元。

统筹地区城镇职工医保、 城镇居民医
保和新农合的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分别
提高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 居民可支配
收入和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

住院费用报销比例逐步提高，居民
就医费用个人支付负担相对减轻。新农
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
用报销比例改革前为50%左右，2010年
提高到了60%，今年力争达到70%左右。

医保报销范围由住院延伸到门诊，
目前，已有超过85%的城镇居民医保和
新农合统筹地区开展了门诊统筹，2009
年这一比例仅仅为30%左右。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我国90%
以上的统筹地区实现费用即时结算结报。
这是记者12日从国务院医改办获悉的。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基本医疗保障
管理服务能力不断加强。 目前90%以上
的统筹地区实现费用即时结算结报，福
建、江苏、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开展省
内异地就医联网结算。

三项基本医保总参保人数达12.8亿
■覆盖90%以上城乡居民 ■保障水平大幅提升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
者 赵超） 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12
日发布消息：2012年度中央机关
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
工作即将开始，报名和公共科目
笔试时间已经确定。

据了解，10月13日以后，报考
人员可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户网站（http：//www.mohrss.
gov.cn）、国家公务员局门户网站
（http：//www.scs.gov.cn） 及考试
录 用 公 务 员 专 题 网 站 （http：//
bm.scs.gov.cn/2012），查询招录部
门、招录职位信息、招录政策、咨
询电话以及招录公告等情况。

据介绍，本次招录共有130多
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
划招录1.8万余人。考生报名主要
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报名时间
为10月15日至24日。 公共科目笔
试定于2011年11月27日在全国各
省会城市 、自治区首府 、直辖市
和部分较大的城市同时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12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说， 中国和越南签署关
于指导解决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
议， 表明两国有能力、 有决心通
过双边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
间的海上争议。

11日， 中越两国签署了 《关
于指导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海上问题基本
原则协议》。

刘为民说， 该协议是两国在
推进海上问题谈判进程中取得的
积极进展， 充分显示了双方致力

于妥善处理和解决海上问题的共
同政治意愿。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刘为民12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外交部和云南省政府
正协调泰国、缅甸、老挝政府，为中
方滞留船只船员经湄公河水域回
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为中方公安巡
逻艇前往接应提供便利。

据统计， 滞留在清盛港的中
国籍船员共 164人 ， 货船 28艘 。
船员们强烈要求尽快查明事件真
相， 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并能使
他们安全返家。

2012年国考将录用
公务员1.8万余人

中俄就管道原油贸易价格问题达成一致

世界体操锦标赛 中国男团实现“五连冠”

全国残运会首日

我省斩获
1金2银2铜

9项措施支持小型企业发展
清理纠正金融服务不合理收费
拓宽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渠道

胡锦涛会见普京

中越签署协议指导解决海上问题
中方拟派巡逻艇赴泰接应滞留船员回国

“不怕公有和私有，就怕公私
都没有”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
“认真才能干成事，团结才能

干大事” ……
一句句貌似“土气”却充满睿

智的顺口溜， 阐述了朴素且深刻
的道理，耐人寻味，在听众心中产
生强烈共鸣。

日前， 华西村民族宫座无虚
席，84岁的吴仁宝向海内外听众
作“社会主义富华西”的报告。

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多年来
以辩证的思维、幽默的语言，向前
来参观交流的干部群众和中外游
客主动宣讲 “社会主义富华西”的
道理，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受听众欢迎，被人们誉为“农
民思想家”。

“什么是社会主义？ 人民幸福
就是社会主义。 ”吴仁宝说，“华西
村坚持共同富裕， 没有暴发户，没
有贫困户，只有家家户户富。 ”

对吴仁宝来说，共同富裕是他
不懈的追求。 他说：“华西村富了不
忘国家，不忘近邻。 华西村与周边

的一些村合并建成了大华西，这是
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 ”

有人夸他“三不倒”：“难不倒、
吓不倒、夸不倒”。 他却说：“坚持实
事求是让我红旗不倒。 ”

在不足半小时的报告里，吴仁
宝紧扣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实事
求是等主题，以幽默的话语讲述走
共同富裕道路的“华西经验”，展现
与时俱进的“华西精神”，宣传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在华西的生动实践。

上世纪70年代， 华西村已是
全国典型， 时任村支书的吴仁宝
开始向村民和参观群众宣讲华西
致富的经验和道理。30多年来，有
2000余万人次听过他的报告。

曾经放过牛、 贩过布、 种过
田，只断断续续念过3年私塾的吴
仁宝，办事超常规、想法超常人、
讲话超常言。已届84岁高龄的他，
精神充满活力，思维富有生气，见
解独到深刻，思想与时俱进。

华西村富后不忘全国， 他们
为各地培训了30万名乡村干部 ，
把华西经验传向全国。

（据新华社南京10月9日电）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
吴仁宝“社会主义富华西”报告深受欢迎

左图： 中国选手滕海滨在双杠比赛中。
新华社发

报名时间为
10月15日至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