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2016年3月1日 星期二要 闻 2017年7月19日 星期三
责编：陈劲松 刘 峣 邮箱：dieryw@sina.com

近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给予
亚投行3A的最高信用评级，同时确认中国债信
评级维持A+。半个月前，亚投行已获得国际评
级机构穆迪的最高信用评级。不仅是亚投行得
到国际评级机构的力挺，7 月 14 日，惠誉确认
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为 A+，展望为稳定。7
月17日，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上半年国
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9%，印证了国际评级机
构的判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当下中国的许多经济指
标表现得比较稳定，国际投资者对在中国投资非
常放心，因此国际评级机构给出中国A+的评级。

亚投行连获最高信用评级

惠誉在给亚投行的评级公告中指出，本次
评级基于亚投行现有和预期的固有优势，亚投
行拥有一个可观的资本基础，这将帮助借贷活
动按预期迅速扩张；一系列政策和高质量的管
理也将会降低风险。

亚投行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
机构，总资本金为1000亿美元，于2016年1月
正式开业，其目的是为国际基础项目提供资
金。截止目前，亚投行共有成员80名。

在短短半个月内，亚投行分别获得了穆迪
与惠誉两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最高信用等
级，对此，亚投行司库瑟伦·埃尔贝克表示，

“这一评级对我们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至关重
要，它把我们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放在同一水平上。”

“亚投行作为一个多边的国际机构，它与世
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拥有相同的地位，因此
获得 3A 的国际信用评级是理所当然的。”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向本报表
示。

看好中国经济成长前景

7 月 14 日，惠誉确认对中国的 A+信用评
级，展望为稳定。对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这
样评论：“中国的排名是由稳定的外部融资和强
劲的宏观经济特征所决定的，中国的经济增长
前景在近期内仍然向好，经济政策在最近一年
来诸多内外部挑战背景下是有效的。”

惠誉表示，此次中国主权评级为A+，有两
大关键因素——外部资金和宏观经济。中国在
过去一年的经济政策中，有效应对国内外经济
压力，短期成长前景仍然看好。

“当下中国的许多经济指标，放在全球主要
的经济体里面看，都表现得比较稳定。所以，
国际评级机构给中国A+评级是一个很正常的行
动。”对于惠誉给中国的评级，向松祚认为，综
合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国际评级机
构给出中国非常高的评价以及很稳定的展望，
是很自然的结果。

中国将持续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按照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经济获得 A+的
评级还不够高，应该再提高一些。”徐洪才说。

除了国际评级机构外，很多国际组织也对中国
经济给出了正向的评价。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中国经济
未来两年增速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中国
内部的政策支持有效地提高了经济发展，中国的政
策制定者加大了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关注。

7 月 17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经济“半年
报”，中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数
据刚一发布，就受到了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澳
大利亚广播公司 17 日的报道称，中国官方公布
的经济数据好于预期，报道引用了澳大利亚联邦
证券首席经济分析师克雷格·詹姆斯的评论，“中
国的经济数据是‘令人鼓舞’的。作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强大的中国经济不仅有益于澳大利亚的
发展，而且将持续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美国全
国广播公司在17日的报道中提及，稳定性依然
是中国经济当前发展的关键词。

新华社北京7月 18日电 （记者
刘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18日在京
会见了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代表团。

刘奇葆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友
好交往源远流长，我们愿加强与中东
欧国家新闻发言人沟通交流，促进媒

体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国和中东欧
国家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和“16+
1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代表团成
员表示，将向本国人民介绍访问中国
的深刻感受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
促进各自国家与中国的友谊与合作。

刘奇葆会见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代表团

本报北京7月 18日电 （记者彭
波）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
定，依法对福建省原省委副书记、省
长苏树林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
取强制措施；依法对河北省人大常委
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杨崇勇以涉嫌
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依
法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党委副书记、总裁、副董事长王银
成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
措施；依法对安徽省原副省长周春雨
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
施；依法对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原党组
成员、总经理蔡希有以涉嫌受贿罪立
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以上案件侦
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我相信，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必将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
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方面的
优势提供强大保障，从而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创造良好环境。”7 月 18 日，全国政协委
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这样说。

林毅夫是在全国政协当日召开的“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专题协商会上作上述表示的。在专题协
商会上，政协委员与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地
方代表等纷纷就此建言献策。

只有“清”，才敢“亲”，才能“亲”

多位与会委员表示，自从去年习近平总书记
对“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发表重要讲话以
来，政商关系已经有了不少可喜变化，各级党委
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网上办公、限时办结等措
施，深化“放管服”改革，部分行政许可事项办
理时间大幅缩短；通过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
单，权力运行更加公平、公正、透明；通过探索
联系点、联席会、培训班等方式，加强与民营企
业的联系。总体上看，政商关系正朝着“亲”

“清”的方向在发展，进展明显。
“只有‘清’了，才敢‘亲’，才能‘亲’。”

福建省政协主席张昌平委员的发言使用了这句话

作为标题。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福建

这样一个民营经济发展较早、比重较大的省份
来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导向性。”张昌平表
示，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提出这个要求之
后，福建政商两界反响强烈。“政界感到抓住了
当前的一个敏感问题，很受教育；商界更是奔
走相告，感觉得到了信任，深受鼓舞。”

关键在于完善制度机制

“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关键还
是在于打造什么样的政府，建立什么样的制
度。”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指出。在
他看来，应建立服务型政府，削减低效和腐败
的权力，构建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等。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庄聪生委员聚焦的是
制度化常态化政商沟通机制建设。他注意到，
山东省聊城市从去年 4 月开始实行“星期六企
业家工作日制度”，由书记、市长等轮流带班，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与民营企业家面对面
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并以现场办公、限期整
改、跟踪督办、集中回访等方式解决。贵州、
安徽、浙江等地也有类似实践。

在庄聪生看来，这种联系沟通机制，既能
让党政干部通过组织行为与企业家交往，把帮
助解决困难放到阳光下、台面上去做，起到联

系企业的“粘合剂”作用，又能避免企业为了
办事与官员私下交往，消除他们正常交往方面
的顾虑，起到“隔离带”作用，做到政商双方
有交往不交易、有交集不交换。

民营企业家也要做到既“亲”又“清”

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
认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不仅需要政府官员
做到既“亲”又“清”，同时也需要民营企业家
做到既“亲”又“清”。因为实地调研和大量相
关资料从不同侧面表明，已经建立现代法人治
理结构的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大都较为健康
得当，具有明显的“亲清并举”特征。

在刘迎秋看来，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既是保证企业法人行为规范、依法经营、据
法 运 作 的 重 要 制 度 基 础 ， 更 是 构 建 “ 亲 ”

“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法制关系基础。他建
议，积极指导和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制度大转
型，使更多个人独资企业和家族企业转型为
现代企业。

“对于民营企业家自身而言，要积极主动地去
适应新形势，调整心态，秉持守法诚信的经营理
念。”安徽中环投资集团董事长余竹云说，应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增强民营企业家的获得感，在
社会上树立民营企业的正面典型，以激发企业家
精神。

本报北京7月 18日电 （记者叶
晓楠） 7 月 18 日，以“百年追梦 全
面小康”为主题的第 24 届全国青少
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总结大会在
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0 多名
获奖学生和教师代表参加大会。

据统计，一年来，3000 多万名
青少年通过参与主题阅读和读书实践
活动，普遍增进了对伟大祖国的认知

和热爱。
大会同时启动了第 25 届全国青

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为配合
活动主题，系列读本 《时刻听党话
永远跟党走》已正式发行。

据悉，全国妇联持续开展24年的
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
始终坚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共
吸引7.8亿人次青少年踊跃参加。

中国经济增长引世界赞誉中国经济增长引世界赞誉
潘旭涛 车雨浓

3000万青少年参加爱国主义读书活动3000万青少年参加爱国主义读书活动

委员专家建言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叶晓楠 刘静远

苏树林、杨崇勇、王银成、周春雨、蔡希有被立案侦查

7 月 17 日，来
自世界各地的79名
华裔小朋友来到杭
州，参加2017年海
外华裔青少年“中
国寻根之旅”浙江
省档案馆行主题活
动。

活动中，华裔
小 朋 友 参 观 档 案
馆、学习自己的姓
氏写法，并与中国
的同姓氏小伙伴交
换 礼 物 、 建 立 友
谊。

连国庆摄
（人民视觉）

华裔小朋友 杭州“寻本家”

7月 18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主办的“嬗变——新疆青年油画
展”在乌鲁木齐市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新疆青年画家油画作品90幅和特
邀油画作品8幅。图为来自美国的罗伯特 （中） 与家人在参观展览。

新华社记者 王 菲摄

油画作品展现大美新疆油画作品展现大美新疆

7月 18日，全球授权展中国站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共有来自中外
的78家展商参展。图为参观者走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展出的卡通形象展板。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全球授权展中国站在上海开幕

今年以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对原有农牧民定居点升级改造，打造
近百个藏族文化浓郁的旅游示范村，鼓励农牧民发展“牧家乐”乡村旅游。

图为游客在碌曲县尕海乡尕秀村游览。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藏区“牧家乐”助农牧民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