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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规定》摘要

中国金融2016年数据
12日公布。 从央行公布的数
据看，2016年12月末， 全国
广 义 货 币 M2 同 比 增 长
11.3%，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
上年同期低0.1个和2个百分
点， 而且低于年初提出的
13%的预期目标1.7个百分
点， 但高于全年预计经济增
速和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之和
2个多百分点。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
员温彬认为，2016年货币供
应基本平稳， 反映的是中国
经济运行基本稳定。而M2增
速放缓、 低于年初目标的主
要原因是外汇占款持续减
少，影响了基础货币的投放，

这背后是汇率预期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 在货币

供应放缓的同时， 信贷却出
现了上扬。 央行统计显示，
2016年全国新增贷款12.65
万亿元， 比上年多增9257亿
元。

“实体经济还在调整中，
信贷增势快于实体经济发展
势头， 主要是因为房贷的推
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
2016年新增贷款中， 以个人
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户部
门中长期贷款约占新增贷款
总量的45%， 这一比例明显
高于往年。

■据新华社

作为我国首批国有资本投
资公司改革试点， 国家开发投
资公司近日亮出了2016年经
营“成绩单”：全年完成经营收
入984亿元， 实现利润180亿
元，同比增长9%，利润规模创
下历史新高。

除了经营业绩， 以“管资
本”为核心，人们所关注的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的新模式、 新机
制等转型探索， 也随着“成绩
单”公布更加清晰。

在实业投资方面， 国投坚
持有进有退， 向事关国家安全
和国计民生的“命脉”与民生领
域集中。

一方面，国投将3000万吨
煤炭产能整体移交中煤集团。

这项规模约500亿元的业务剥
离是企业历史上最大力度的结
构调整。在“去产能”攻坚战中，
国投也成为首家完成煤炭业务
整合的中央企业。

国投董事长王会生表示，公
司还决定未来停止布局新的火
电项目，重点发展水电、风电、光
伏等清洁能源。例如，国投交通
以28亿元入股川气东送管道项
目，成功进入管道运输新业务。

另一方面， 企业开始以绿
地投资、 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
涉足养老、大健康和环保产业，
寻求新的增长点。 其中值得关
注的是， 国投以基金业务为主
体，打造前瞻性、战略性产业投
资平台。 ■据新华社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县以
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
主生活会若干规定》（以下简称
《若干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 民主生活会是
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
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
依靠领导班子自身力量解决矛
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

通知强调， 各级党员领导
干部要严格执行民主生活会制
度， 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
利武器， 不断增强发现和解决
自身问题的能力。 上级党组织

应当通过派出督导组、 派人列
席等方式， 对下级单位召开的
民主生活会进行督促检查和指
导。对问题突出的领导班子，上
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应当亲自
过问， 派出得力的负责人列席
民主生活会，严肃指出问题、深
入分析原因、切实帮助解决。中
央组织部要会同中央纪委机关
等单位加强督促指导， 适时对
《若干规定》实施情况进行专项
检查，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
在执行《若干规定》中的重要情
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上海清
算所12日正式推出上海碳配额远
期交易中央对手清算业务。 这是我
国首个场外人民币碳排放衍生品清
算业务。

上海碳配额远期， 是指以上海
碳排放配额为标的， 以人民币计价
和交易， 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日期清
算、结算的远期协议。该业务以实体
企业和机构投资者为主要参与者，
满足实体企业的套期保值、 融资和
实体交割需求。

据世界银行预测， 全球碳排放
交易总额2020年有望达到3.5万亿
美元。 我国从2013年启动碳排放试
点交易以来， 碳排放市场交易金额
已从2014年近6亿元增长到2016年
超过10亿元。尽管增长速度较快，但
市场起步较晚， 与国际市场规模相
比，仍有巨大发展潜力。■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印发《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

直面问题，民主生活会不搞一团和气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县以
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
部， 是指县以上党的各级委员
会、 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
员会委员，工作委员会委员，党
组（党委）成员，以及县以上党
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含人民团
体）的党员领导干部。

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
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党组（党委）
成员，执行本规定。

第四条 民主生活会应当遵
循“团结———批评———团结”的
方针，贯彻整风精神，充分发扬
民主， 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
争，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
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参加
民主生活会的党员领导干部应

当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坚持实事求是，讲党性不讲
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按照“照
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
要求，严肃认真提意见，满腔热情
帮同志， 达到统一思想、 增进团
结、互相监督、共同提高的目的。

第五条 民主生活会应当
确定主题， 一般由上级党组织
统一确定， 或者由领导班子根
据自身建设实际确定， 并报上
级党组织同意。

第七条 民主生活会每年召
开1次，一般安排在第四季度。因
特殊情况需要提前或者延期召
开的，应当报上级党组织同意。

民主生活会到会人数必须达
到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不搞无原则纷争，也不搞一团和气

第八条 领导班子遇到重
要或者普遍性问题，出现重大决
策失误或者对突发事件处置失
当，经纪律检查、巡视和审计发
现重要问题，以及发生违纪违法
案件等情况的，应当专门召开民
主生活会，及时剖析整改。

第十一条 民主生活会应
当直面问题， 领导干部应当在
会上把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说

清楚、谈透彻，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明确整改方向。自我批评
应当联系实际、针对问题、触及
思想。 相互批评应当开诚布公
指出问题， 防止以工作建议代
替批评意见。 对待批评应当有
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搞无原则
纷争，也不搞一团和气。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具体意
见，不得随意散布。■据新华社

上级党组织统一确定民主生活会主题

国投亮出转型“成绩单”
2016年实现利润180亿元

1月12日，北京西至井冈山的Z133次旅客列车上，旅客用手机扫描免费
WiFi二维码。

当日，为方便旅客出行，南昌铁路局管内开往北京西的三对直达往返列
车上正式开通免费WiFi。 新华社 图

列车免费WiFi
伴你春运回家路

万科12日晚间发布公告
称， 华润将其所持有的万科
股份转让给深圳地铁。 转让
完成后， 华润将不再持有万
科股份。

公告显示，万科于1月12
日收到华润股份和深圳市地
铁集团的通知， 公司股东华
润股份及其全资子公司中润
贸易于当日与深圳市地铁集
团签署了《关于万科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华润股份和中润贸易拟
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合计
持有的万科1689599817股

A股股份转让给深圳市地铁
集团。转让完成后，华润股份
和中润贸易将不再持有万科
股份。

公告还显示， 华润股份
及中润贸易拟转让给深圳市
地铁集团的万科A股股份约
占万科总股本的15.31%，标
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7171195974元， 对应每股
交易价格为22.00元/股。

公告称，本次股份转让获
得批准并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后，万科仍不存在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 ■据新华社

华润所持万科股份
将转让给深铁集团

去年货币稳中放缓
房贷推高信贷

碳排放市场交易额
去年超过10亿元

记者日前从多个渠道确认，继
2016年8月宁波成为首个“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后，武汉、泉
州、 成都等多个城市近期也正式通
过专家组审批，成为第二批“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目前，还有
超过30个城市已向各级工信主管
单位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试点
示范城市的申请， 另有多地正在组
织编写“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
城市实施方案。 根据工信部工作安
排， 今年将有20到30个城市成为
“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

专家认为，未来，我国制造业东
部转向高端装备制造、 中部产业升
级、西部优势产业突破的“新三极”格
局有望加速成型。 ■据经济参考报

中国制造2025试点
城市年内或达3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