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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11 月 9 日，在国新
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
革委、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负责人表示，
将内外共抓，有效监管，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
一公里”。

对外，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今年 1-9 月，
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45922 家，同比增长了
95.1%；实际吸收外资 97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6.4%。在今年上半年全球 FDI 下降 41%的背景
下，中国吸收外资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商务
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介绍，在外资领域将持续放
宽外资准入限制。“文件制定出来了，关键是抓落
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商务部将以市场的期
待与需求为导向，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
里’。”唐文弘说，“计划在2019年3月底之前，全

面清理取消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领域针
对外资设置的准入限制。”

对内，要继续推动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周晓飞介绍，截至目
前，全国范围内涉及商事服务的 20 项堵点问题，
解决完成率已超 87%。比如，企业反映的一项堵
点为“企业申报各种表格中反复填写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姓名、经营范围等信
息，很麻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地区启动
了“二十四证合一”改革，实施“工商登记”+

“多证合一”备案信息申报“一口一网”办理，打
通部门间信息壁垒，让“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
腿”。“据某省初步估算，今年6月至8月期间，该
省办理‘二十四证合一’登记的市场主体达到80
万户，仅往返交通费一项就可为企业节省约9000

万元。”周晓飞表示，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
关方面，加大力度推动落实“群众办事百项堵点
疏解行动”。

市场监管方面，“减证照，压许可”，营造更
加便利透明的准入环境。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
注册局局长熊茂平介绍，在现有的“多证合一”、

“证照分离”等多项主体准入改革体制下，截至今
年 9 月底，全国实有市场主体已经达到了 1.06 亿
户，其中新设立市场主体占比达到 73%，日均新
设企业由改革前每天 0.69 万户提高到今年的 1.84
万。同时，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个体私营主
体占到了全国市场主体总数的 95%以上，已经成
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从业人员达到了 3.6 亿
人，提供了我国 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和 90%
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

本报北京11月9日电（记者葛
孟超） 中国人民银行 9 日宣布，根
据有关规定，人民银行日前会同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通
过了“连通 （杭州） 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提交的银行卡清算机构筹备
申请。

据介绍，连通公司是美国运通

公司在中国境内发起设立的合资公
司，并作为市场主体申请筹备银行
卡清算机构、运营美国运通品牌。

央行表示，批准连通公司银行
卡清算机构筹备申请是贯彻稳步扩
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政策要求的又一
具体成果，是中国银行卡市场开放
的重要一步。

央行审查通过连通公司
银行卡清算机构筹备申请

本报北京11月9日电（记者聂
传清） 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 9 日
召开新闻会发布会称，2018年秋季
拍卖会将于本月中下旬在北京昆仑
饭店举行，齐白石、傅抱石、李可
染、谢稚柳、于非闇等名家的代表
作将亮相秋拍，值得瞩目。

据介绍，诚轩秋拍共推出中国
书画、现当代艺术、瓷器工艺品、
钱币 4 个项目，共计 7 个专场。其
中，中国书画共有500余件拍品。

齐白石 《刘海戏蟾》 作于 1952
年画家92岁时，系其暮年少见的人
物画，形象生动，运笔得心应手。
谢稚柳1945年所绘巨嶂山水《仰高
图》尺幅逾20平尺，气势磅礴，笔
墨工丽秀雅，物象恢弘。于非闇

1938年创作的 《锦上添花》 尺幅宏
阔，绘一对色彩斑斓的锦鸡，其上
红山茶、白腊梅争相绽放，一片灿
烂春光。

还有傅抱石的《巴山烟雨》、李
可染的《乱山丛中百丈泉》、潘天寿
的《烟岚浮翠》、黄宾虹的《林峦幽
邃》、吴湖帆的 《秋山萧寺》、石鲁
的 《采槐图》、陆俨少的 《深山采
药》等皆为精品。

诚轩秋拍的现当代艺术专场拍
品近90件，汇聚多位名家杰作。胡善
馀的《工地早晨》作于 1959 年，画家
将新中国重大水利工程新安江水电
站的建设场景定格于画布，激扬人
心。颜文樑的《上海豫园》、苏天赐的

《秋云》等，皆为画家心爱之作。

名家精品争艳北京诚轩秋拍

本报北京11月9日电（记者徐
佩玉） 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18年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 数 （PPI） 数 据 。 2018 年 10 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5%，环比上涨 0.2%；全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3.3%，环比
上涨0.4%。

CPI 环比涨幅有所回落，同比
涨幅与上月相同。国家统计局城市

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分析，食品价
格由涨转降是 CPI 涨幅回落的主要
原因。在食品中，秋菜、冬储菜集
中上市，鲜菜价格下降 3.5%；气温
转凉，蛋鸡产能提高，鸡蛋价格下
降 4.0%。上述两项合计影响 CPI 下
降约 0.12 个百分点。肉类消费需求
增加，猪肉、牛肉和羊肉价格分别
上涨 1.0%、1.1%和 1.8%；鲜果市场供
应偏紧，价格上涨 1.9%。上述四项合
计影响CPI上涨约0.07个百分点。

10月份CPI环比涨幅回落
鲜菜价格下降3.5%

10月份CPI环比涨幅回落
鲜菜价格下降3.5%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优化营商环境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孔德晨

11月 9日，2018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开幕。据了
解，本届博览会以“旅游产业的盛会、合作共赢的舞台”为宗旨，总展览
面积5万平方米，设标准展位3000个，参展企业约700家。图为观展者和模
特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11月9日，为期3天的第23届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开幕，吸引了国内外200余家造币厂、商业银行、钱币经销商、钱币鉴定及
拍卖机构、钱币博物馆等机构参展。图为工作人员在介绍港珠澳大桥纪念
产品。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启幕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启幕

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举行

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记者侯晓晨） 近
日，德国 《图片报》 发文指责中国“监听”非盟
总部，称中国对非洲援助不仅要获得政治影响
力，还采取了一些不道德的手段。对此，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9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报
道完全是一派胡言，毫无新意。

华春莹说，所谓“中国监听非盟总部”的不
实指责早就被各方予以有力驳斥，非盟委员会主

席法基及埃塞俄比亚、刚果 （布） 等非洲多国领
导人早已明确表示有关报道完全是谎言。这家德
国媒体现在又炒作此事，完全是别有用心。

她说，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怎么样，非洲人民
最有发言权。在 9 月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期间以及第73届联大期间，很多非洲国家领导
人公开驳斥所谓中非合作加重非洲债务负担的谬
论，明确表示他们的国家渴望发展，急需资金，

期待合作。他们认为，来自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没
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没有干涉他们国家的内
政。他们欢迎中国、感谢中国，认为中国是非洲
国家发展振兴最可信赖的伙伴。

华春莹说，前不久，德国前联邦议会议长诺
贝特·拉默特访问纳米比亚，在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时妄称对中国在纳米比亚影响力上升表示担忧。
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当面就表示：某些国家对中
国在纳米比亚影响力的所谓关切令人厌烦，请不
要低估非洲人民的智商，非洲人民知道如何处理
自己的事务。

“希望有关媒体端正心态，客观公正报道中国
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一再无视基本和根本的事
实，编造谎言，损害的只能是自己的信誉，结果
只能是自取其辱。”华春莹说。

外交部发言人驳斥德媒
抹黑中国对非援助言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
者刘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韩正 8 日在中南海紫光
阁会见美国泰拉能源公司董事长、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

韩正表示，中美两国在能源领
域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中方愿与美

方深化新能源、能源科技创新等方
面互利合作，不断优化能源结构，
促进能源清洁安全发展。中国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大，营商环境不断改
善，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来华开展能源
合作，共同推动能源技术进步，在互
利互补、合作共赢中实现更大发展。

韩正会见比尔·盖茨

11月9日，是全国消防日，各地纷纷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提高人们的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图为河北省承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奥体中心内，一名小朋友在消防员的帮助下试戴消防头盔。 刘环宇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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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1 月 9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加大金
融支持缓解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决定开展专项行动，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
问题；部署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支持小
微企业和“三农”发展。

会议指出，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解困，是
更大激发市场活力、更多增加就业的重要举措。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多措
并举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取得一定进展，但
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
突出。下一步，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支
持力度，切实做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所
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一要拓宽融资渠道。将中期
借贷便利合格担保品范围，从单户授信 500 万元
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扩至1000万元。从大型企业
授信规模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增加小微企业贷
款。创新融资工具，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

支持更多小微企业开展股权、债券融资。二要激
发金融机构内生动力，解决不愿贷、不敢贷问
题。明确授信尽职免责认定标准，引导金融机构
适当下放授信审批权限，将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与
内部考核、薪酬等挂钩。对小微企业贷款基数
大、占比高的金融机构，给予监管正向激励。三
要力争主要商业银行四季度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平均利率比一季度下降 1 个百分点。整治不合理
抽贷断贷，清理融资不必要环节和附加费用，严
肃查处存贷挂钩等行为。同时采取措施做好信贷
风险防范。

为清理政府部门和国有大企业拖欠民营企业
账款，会议决定抓紧开展专项清欠行动，国办牵
头督办，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审计部门要介入。
凡有此类问题的都要建立台账，对欠款“限时清
零”。严重拖欠的要列入失信“黑名单”，严厉惩
戒问责。对地方、部门拖欠不还的，中央财政要
采取扣转其在国库存款或相应减少转移支付等措

施清欠。大力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大
幅提升商业债务违约成本，严禁发生新的欠款。
清欠情况明年春节前向国务院报告。

为进一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使金融
更好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会议确定，一是各
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要以支农支小融
资担保为主业，重点支持单户担保金额 500 万元
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二是降低融
资成本。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担保费率不高于省
级机构费率水平。中央财政对扩大小微企业融资
担保规模、降低担保费率等成效明显的地方给予
奖补。三是实行风险分担，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和
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原则上均不低于
20%，银行不得因此减少实际放款数额。鼓励各
地对支农支小担保业务占比高、增长快的机构给
予风险补偿，探索建立以财政出资为主的多元化
资金补充机制，确保政府性融资担保可持续经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加大金融支持缓解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决定开展专项行动，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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