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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10月24日电（记者
尹世昌） 违法“占中”在香港已
经持续 27 天，带来的负面影响继
续蔓延，不但祸及民生，更损害
法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等
呼吁“占中”者尊重法治，尽快
撤离。

警察交通总部高级警司李国
忠今天说，金钟夏慤道海富中心
对面的灯柱以及添马街安全岛的
灯箱，分别被“占中”人士撬开
偷电。偷电有潜在风险，假如电
量超出负荷，可能导致一组约 50
至 60 支路灯失效，严重的更可能
引致火警。他呼吁偷电人士顾及
自己及他人安全，移除偷电器材。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
务局局长陈家强说，“占中”令很
多金融市场人士焦虑，此前已经
有评级机构表示如“占中”持续
会考虑改动评级。他希望“占
中”者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导
致金融发展遇到障碍，是否会导
致海外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减少。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今天
说，“占中”负面影响的严峻程
度，会超出想象，最终要“埋
单”的，是香港市民。“占中”影
响市民生活和生计，导致经济下
滑，社会撕裂，治安受到冲击，
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打击，就业机
会减少。“占中”如果持续下去，
对香港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实在
是不堪设想。

《明报》 今天的社评说，生
活、生计受“占中”影响市民和
业界，纷纷谋求自救，除了有市
民动手清除障碍物，还有包括运
输业在内的各方业界入禀法院，

申请禁制令，要求占领者撤离。但是“占中”者对禁制令
的执行意愿不高。这是极其严肃的问题。司法独立与权威
是香港的基石，若法庭的裁决被弃如敝屣，香港成为无法
无天的社会，所造成的伤害将难以愈合。法治是香港的优
势之一，若为政治斗争需要而动摇香港的法治根基，绝不
值得，愚蠢至极。

社评还说，部分法律界人士在评论占领者抗拒禁制令
时，一改他们过往对挑战法治、抗拒法庭裁决零容忍的态
度，为占领者违反禁制令的做法护航，认为应该酌情处理
云云，明显有双重标准。这些法律界人士的做法，损害了
法治精神，贬损了司法机构的权威，对自身名誉也是一种
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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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10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为社会有效投资拓
展更大空间，部署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建设灾区宜居宜业新家园。

会议指出，创新投融资机制，在更多领域
向社会投资特别是民间资本敞开大门，与其他
简政放权措施形成组合拳，以改革举措打破不
合理的垄断和市场壁垒，营造权利公平、机会
公平、规则公平的投资环境，使投资者在平等
竞争中获取合理收益，有利于更大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和发展潜力，改善当前投资动力不足的
状况，稳定有效投资，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促
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会议决定，一是
进一步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水电、核电等项目，
建设跨区输电通道、区域主干电网、分布式电
源并网等工程和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二是支
持基础电信企业引入民间战略投资者，引导民
间资本投资宽带接入网络建设运营，参与卫星
导航地面应用系统等国家民用空间设施建设，
研制、发射和运营商业遥感卫星。三是加快实
施引进民间资本的铁路项目，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港口、内河航运设施及枢纽机场、干线机场等
建设，投资城镇供水供热、污水垃圾处理、公共交
通等。市政基础设施可交由社会资本运营管理。
四是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投资生态建设
项目。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运营农业、水利工程，与
国有、集体投资享有同等政策待遇。推行环境污
染第三方治理，推进政府向社会购买环境监测服
务。五是落实支持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对教育、医
疗、养老、体育健身和文化设施等加大投资。

会议要求，要大力创新融资方式，积极推
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 模式，使社会
投资和政府投资相辅相成。优化政府投资方
向，通过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
款贴息等，优先支持引入社会资本的项目。创
新信贷服务，支持开展排污权、收费权、购买
服务协议质 （抵） 押等担保贷款业务，探索利
用工程供水、供热、发电、污水垃圾处理等预
期收益质押贷款。采取信用担保、风险补偿、
农业保险等方式，增强农业经营主体融资能
力。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为重大工程提供长
期稳定、低成本资金支持。发展股权和创业投
资基金，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

金，政府可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等方式给予支
持。支持重点领域建设项目开展股权和债券融
资。让社会投资涓涓细流汇成促发展、增福祉
的澎湃浪潮。

会议通过 《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
划》。规划兼顾当前和长远，统筹群众生活、产
业发展、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新型城镇化
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明确了
居民住房恢复重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基
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灾害防治、特色产业
发展6项重点任务，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户户
安居、家家有业、乡乡提升，使灾区基本生产
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全面恢复并超过
灾前水平。会议确定，根据灾损规模和灾区实
际，中央财政加强对恢复重建的资金支持，重
建资金实行总量包干，由云南省统筹使用。综
合采取财税、金融、土地、产业、社保等政
策，减轻灾区企业负担，调动市场和社会力
量，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群众主体作用，在切
实做好灾区防寒过冬等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
生产自救，努力建设美好新家园。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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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 月 24 日电 （记者
李伟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4 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基
奎特。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坦方深化
农业、工业园区、金融等合作。开展
区域航空合作，鼓励两国航空企业通
过成立合资公司等方式加强合作，希
望坦方支持中国适航技术标准纳入东
非航空安全统一标准。中国、坦桑尼

亚、赞比亚三国应携手努力，创新思
维，发挥市场主导作用，优先激活坦
赞铁路，让这条三国“友谊之路”焕
发出新的活力，成为新时期非洲铁路
运营管理的示范性项目。

基奎特表示，愿同中方深化传统
友谊，扩大各领域互利合作，并同赞
比亚一道运营好坦赞铁路，促进地区
共同发展，推动坦中、非中合作取得
更多成果。

李克强会见坦桑尼亚总统

本报北京 10 月 24 日电 （记者
李伟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
江 24 日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坦
桑尼亚总统基奎特和巴哈马参议长威
尔逊。

在会见基奎特时，张德江说，中
方将继续为帮助非洲抗击和战胜埃博
拉疫情作出贡献。中国全国人大高度
重视发展与坦桑尼亚国民议会的关

系，愿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发挥立
法机关在推进中坦关系深入发展中的
积极作用。

在会见威尔逊时，张德江说，愿
与巴哈马议会在现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交流，为两国政治关
系、经贸合作、人文交往提供可靠的
法律保障，推动中巴关系提升到更高
水平。

张德江会见坦总统和巴参议长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
者刘东凯）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24
日在北京会见巴哈马参议长威尔逊。

俞正声说，巴哈马是中国在加勒
比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目前中巴关
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巴

方一道，继续认真落实好双方领导人
达成的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
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密切国际协
作，提升合作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
加强与巴方相关机构合作，促进中巴
关系进一步发展。

本报北京 10 月 24 日电 （记者
孙秀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张高丽 24 日出席在北京召
开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协作小组第三次会议并讲话。张高丽
强调，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空气质量保障和今冬明春区域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是当前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以抓铁有痕、踏

石留印的精神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张高丽在听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六省区市和环保部负责同志的发言后
指出，“大气十条”实施一年多，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和一定
成效。但也要清醒看到，雾霾天气仍
然严重，大气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解
决大气污染问题是一项长期、艰巨、
复杂的任务。

本报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赵
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
书记王岐山 24 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
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
海外委员。

王岐山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共十
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作出总体部署。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
规治党。一个廉洁的政府和风清气
正、规则公平的市场，是最好的投资
软环境。希望海外委员整合国际优势
资源，在微观上为清华经管学院做出
探索，在宏观上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
做出示范。

俞正声会见巴哈马参议长

张高丽在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会上强调

切实保障 APEC 会议空气质量

王岐山会见清华经管学院海外顾问

▶10 月 24 日，摩托车
护卫国宾车队参加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的外事活动。
图为摩托车护卫国宾车队经
三里河路驶入复兴门外大
街。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10 月 24 日，摩托车
护卫国宾车队行驶在长安街
上。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国宾车队摩托车护卫亮相国宾车队摩托车护卫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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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10月24日电（记者陈振
凯、潘旭涛） 美国人马修，韩国人李
永南，曾留学德国的小伙郭翔龙，中
德生态园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刘雯……
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 《人民日报海
外版》 的读者。24 日，为迎接 《人民
日报海外版》 创刊 30 周年，本报读者
座谈会在山东青岛举行，聊起与海外
版的感情，尤其是见到这家报纸的总
编辑，读者们有很多话要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张德修主
持座谈会。张德修指出，海外版创刊于
1985 年，在全球 80 余国家和地区发行，
有中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语言版本，有
日报、周报、月刊等发行形式，旗下有一
家海外网以及“侠客岛”、“学习小组”等
微信公号。近年来，为了更好地为地方
开放和对外经济合作服务，海外版开办
了中日韩经贸合作青岛特刊等，受到了
地方和读者欢迎，也希望在座读者代表
多提意见。

一些来自企业的读者代表说：“被
《人民日报海外版》 报道后，我们的知
名度大大提升。开拓日韩、欧美市
场，甚至不再用自我介绍了。”有的读

者代表说：“海外版已经成了我的工作
伴侣。”“海外版是获取信息的平台。”

“海外版在推动中德生态园等重大项目
建设上，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

用。”……有外国读者希望 《人民日报
海外版》 能发展英语等其他语种，并
加强与国外媒体的合作。

青岛市商务局局长马卫刚、青岛

市政府新闻办主任薛庆增出席座谈会。
青岛外企协会常务副会长钟巍、

青岛外商投资协会韩国投资分会会长
李永南 （韩国人）、优创 （青岛） 数据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马修 （美国人）、
青岛百福润财税咨询事务所经理陈祖
开、新华锦集团总裁办公室副主任信
蓉、中德生态园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刘
雯、青岛市北区商务局副局长王平、
青岛黄岛区商务局办公室郭祥龙、青
岛浦项不锈钢有限公司宣传科赵波等
各界代表参加座谈会，并先后发言。

本报读者座谈会在青岛举行
读者称赞：“海外版已经成了我的工作伴侣”

10 月 23 日至 24 日，东
海舰队某水警区联合上海、
江苏海警部队、上海海事局、
东海救助局等，在长江口海
区组织 31 艘舰艇和多个岸
基信息作战部队，进行了一
场实兵对抗演练，全程检验
评估了重点海区联合管控、
军地联合搜救等多个课题。

图为红方直升机在演练
对“落水人员”的救治。

江 山摄 （新华社发）

长江口：军地联合防卫演练开展长江口长江口：：军地联合防卫演练开展军地联合防卫演练开展

本报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叶紫） 记
者从今天召开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 1082 万人，已完成全年新增就业
1000万人的目标，三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为4.07%。

据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介绍，9 月
末，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
育等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83048 万人

（其中职工养老保险33255万人，居民养老保

险 49793 万人）、58935 万人、16796 万人、
20380万人、16817万人。社会保险基金总收
入合计为 28043.5亿元，同比增长 13.5%；社
会保险基金总支出合计为 23930.7 亿元，同
比增长 18.3%。24 个省份提高了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目前全国城乡
居民月人均领取养老金约90元。社会保障卡
持卡人数达到 6.43 亿人。截至 9 月底，全国
共有1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
增幅度为14.1%。

本
报
读
者
座
谈
会
现
场

前三季度：

城镇新增就业1082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