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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2月 22日下午就完善金融服务、防
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
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
学习时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
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
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
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改
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
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
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谢多同志就这个问题作
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
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

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有
序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治理金融风
险，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改革
开放有序推进，金融产品日益丰富，
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监管得到
加强和改进。同时，我国金融业的市
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
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我们要抓
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
重点，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
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
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
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
者共生共荣。我们要深化对金融本
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

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习近平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
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
生活为本。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
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
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
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的金融服务。要构建多层次、广
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端正发展
理念，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
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
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
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
服务。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
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
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口
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
全程监管。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

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
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金融
服务，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
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
金融支持服务体系。要适应发展更
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
推动金融服务结构和质量来一个转
变。要更加注意尊重市场规律、坚持
精准支持，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
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
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
到困难的民营企业重点支持。

习近平强调，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要注重在稳
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强化财政政
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确
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

习近平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要加
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
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
化。要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健全及
时反映风险波动的信息系统，完善
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健全信用惩戒
机制。要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
制度防火墙”。要管住金融机构、金
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高中级管
理人员，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监督管
理，加强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要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
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
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
都置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视野之
内。要完善金融从业人员、金融机
构、金融市场、金融运行、金融治理、
金融监管、金融调控的制度体系，规
范金融运行。

习近平强调，要把金融改革开

放任务落实到位，同时根据国际经
济金融发展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战
略需要，研究推进新的改革开放举
措。要深化准入制度、交易监管等改
革，加强监管协调，坚持宏观审慎管
理和微观行为监管两手抓、两手都
硬、两手协调配合。要统筹金融管理
资源，加强基层金融监管力量，强化
地方监管责任，做到抓小抓早、防微
杜渐。要建立监管问责制，由于监督
不力、隐瞒不报、决策失误等造成重
大风险的，要严肃追责。要解决金融
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
过低问题。要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
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
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
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
治理能力。要培养、选拔、打造一支
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精通金融工作
的干部队伍。

本报讯（记者 郭锦润）2月 23
日上午，中山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六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
幕。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陈旭东、危
伟汉、唐颖、陈文锋、陈小娟、冯煜
荣、甘建仁、林凯、蔡宏、黄超，大会
主席团成员丘树宏、谢明仁、陈根楷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陈旭东作闭幕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唐颖主持
会议。

大会应出席代表 425名，实到
代表 406名，符合法定人数。大会以
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市人大常
委会部分组成人员；表决通过市政
府工作报告、市 2019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市 2019年预算；表
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市
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市人大社
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陈旭
东为新当选人员颁发证书。

大会票决产生今年市政府十件
民生实事，并决定将梁惠群等 13名
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加快水利防
灾减灾工程建设的议案》作为大会
议案；将收到的其余 90件议案转为
建议、批评和意见，分别交有关机构
和组织研究处理。

陈旭东代表中共中山市委和
市人大常委会，祝贺大会圆满成

功，感谢认真履职的全体代表和与
会同志。他指出，2019年是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是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的关键一年，

是全面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推动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的奋斗之年。这段时间，我们
相继召开了市委十四届六次全会

和市两会，对新一年工作作了全
面、具体的谋划部署，目标就是要
凝心聚力、奋发有为，把中山建设
成为珠江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支撑
点、沿海经济带枢纽城市、粤港澳
大湾区重要一极。

陈旭东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
就是担当作为、狠抓落实，把“规划
图”变成“施工图”，让蓝图成为现
实。一要高举旗帜，在政治建设上狠
抓落实。全市各级人大和全体代表
要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把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
实，牢牢把握思想精髓和科学方法，
从中感受强大真理力量、实践力量，
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坚持落实落实再落实，推动中央
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在中山落地生
根、结出丰硕成果。

二要持续奋斗，在推动新发展
上狠抓落实。各级人大和全体代表
要登高望远、抬头看齐，始终把工作
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谋划，从
五个维度“跳出中山看中山”，努力
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抢占先机、赢
得主动。要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坚
定不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增
强争先意识，确保每条战线、每项工
作都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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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慧 通讯员
钟仁）昨日上午，市十五届人大六
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召开，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大
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陈旭东主持会
议。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审议中
山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等 10个报

告与相关决议草案以及讨论市人
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候选名单
等情况的汇报；听取和审议、表决
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计划
和预算的审查报告；听取和审议
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议案处理意
见报告，通过主席团关于代表联
名提出的议案处理决定。审议有

关决议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
表决。确定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
成人员正式候选人名单，提请大
会全体会议选举；确定市人大社
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
单，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确定
将政府民生实事候选项目提请大
会全体会议票决。

本报讯（记者 陈慧）昨日中
午，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
十次会议。受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陈旭东委托，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蔡宏主持会议。市人大常
委会领导唐颖、冯煜荣、甘建仁、林
凯及秘书长黄超出席会议，副市长
袁永康列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民政府关
于提请审议胡建普同志免职议案的
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关于接受甘建仁辞职的决议。

本报讯（记者 陈慧 通讯员
钟仁）昨日上午，在市十五届人
大六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出席的人大代表票决市政府十件
民生实事项目。这是我市首次采
用人大代表投票的形式来确定当
年政府要办的民生实事。

根据《中山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政府民生实
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的决
定》，市政府前期通过全民“海
选”、全民“票选”等环节广泛征集
意见，并经市委常委会议审议同
意后形成了 2019年中山市民生
实事 13 项候选项目。昨日大会
上，出席的人大代表通过差额票

决方式将停车信息服务平台建成
投用、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智
慧安防进校园、建成开放一批公
园、增加幼儿园和公办中小学学
位、“爱眼护齿”健康行动、优化政
务服务、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关爱
行动、上线中山“阳光食品”APP、
提升道路通行能力等 10项确定
为中山市 2019年十件民生实事
项目。

市政府将对代表票决确定的
十件民生实事项目加强组织领
导、细化责任分工、强化督查督
办、狠抓工作落实，并接受市人大
代表监督检查，确保把实事办好、
好事办实。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闭幕
陈旭东讲话 唐颖主持 表决通过市政府工作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票决产生十件民生实事《关于加快水利防灾减灾工程建设的议案》被列为大会议案

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召开 我市首次由人大代表票决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2019年十件民生实事出炉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

中山市2019年
十件民生实事

1、停车信息服务平台建成投用

2、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3、智慧安防进校园

4、建成开放一批公园

5、增加幼儿园和公办中小学学位

6、“爱眼护齿”健康行动

7、优化政务服务

8、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关爱行动

9、上线中山“阳光食品”APP

10、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昨日上午，中山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 本报记者 文波 余兆宇 夏升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