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要 闻2018年12月5日 星期三2018年12月5日 星期三
责编：聂传清 李 婕 邮箱：hwbjjb@163.com

新华社巴拿马城12月3日电（记者高春
雨、苏津）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巴
拿马的国事访问之际，巴拿马各界对访问成
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访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将进一步高质量推进巴中关系发展。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巴拿马总统巴
雷拉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进一步推进两国
关系达成广泛共识，共同见证签署合作文
件。双方还发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拿
马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巴中自贸谈判巴方首席代表阿莱曼表
示，习近平主席此访不仅是巴中外交、经贸
关系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也标志着拉美国家
和中国的关系进入新阶段，“因为巴拿马在其
中能更好地发挥纽带作用”。

巴拿马贸工农商会主席巴莱塔对巴中在
旅游领域开展的合作最感兴趣。他说，中方
已宣布巴拿马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
的地，而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将带动更多中国
游客来巴拿马领略中美洲风光。

巴拿马是首个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
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巴拿
马企业高管协会主席埃莱塔认为，作为物流
中心和交通枢纽，巴拿马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区位优势明显。

在中美洲认证委员会工作的巴斯克斯认
为，中国在科技领域发展很快，巴拿马服务
业比较发达。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将推动两国
产业合作，实现双赢。“比如，中国可以帮助
巴拿马发展软件产业。”

巴拿马《星报》《新闻报》等主流媒体均
对习近平主席的巴拿马之行及访问成果进行
了全景式报道。《星报》刊文说，习近平主席
的访问将巩固两国外交和经贸关系。

巴拿马各界人士对今后巴中关系走向寄
予强烈期盼和良好祝愿。药店收银员德莱加
多认为，两国友好交往互利共赢，将长久发
展。巴拿马大学社会传播学系教师皮斯科亚
表示，相信双方签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将在
多方面把两国关系推向新高度。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
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
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我国现行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
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
善的，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具有
强大生命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
供了根本法治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完善宪法，
就是要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要用科
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加强宪
法监督，维护宪法尊严，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水平。要
在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弘扬宪法精
神，树立宪法权威，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
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4 日会同中央宣传部、
司法部在北京举行“深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 坚定
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下，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栗战书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宪法有力保障和
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贯彻实施宪法取得了宝贵
经验。一是始终坚持宪法确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
位，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
治理国家。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制度体系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是按
照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奋斗目标，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四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深化依
法治国实践，提高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水平。
五是坚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我国现
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
好宪法，必须坚决维护、长期坚持、全面贯彻。

栗战书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
的重要论述精神，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通过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把文本上的宪法变成实践中的宪法。要加强对宪法
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健全宪法解释机制，切实维护宪法尊严。要树立宪
法权威，增强国家公职人员宪法意识，落实好法治
宣传教育的制度化安排，创新宪法宣传教育工作，
加强宪法理论研究，使宪法深入人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王晨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并主持会议。

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司
法部、教育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法学
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同志和2018年度法治
人物候选人代表在座谈会上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
晓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万鄂湘、
郝明金出席座谈会。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委员会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部分高校、科研院所和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座
谈会。

新华社北京12月 4日电 （记者
白洁）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日下午在
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土耳其大国民议会
议长耶尔德勒姆。

李克强表示，中国和土耳其同
为新兴市场国家，互为重要合作伙
伴。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同埃尔多
安总统成功会晤。中方愿同土方在
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基础上，继

续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加强包括议会交往在内的各领
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关
系发展的民意基础，推动中土关系
持续健康向前发展。

李克强指出，中土务实合作潜力
很大。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
土方发展战略更好对接，进一步发挥
双方互补优势，推动两国贸易平衡发

展，推进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
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耶尔德勒姆表示，土中两国地处
亚洲两端，是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土
方赞赏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愿
不断丰富和发展对华关系，同中方更
好对接发展战略，深化基础设施建
设、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实现共同
发展。

新华社厦门12月4日电 2018
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 4 日在福建厦
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发表演讲。

汪洋指出，两岸企业家峰会是
两岸重要的民间交流合作平台。今
年恰逢大陆改革开放 40周年，年会
以“融合新举措 共享新商机”为
主题，对于深化两岸经济交流融
合、共享两岸和平发展商机具有特
殊的意义。

汪洋指出，今年以来，世界局
势复杂多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抬头，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不稳定
因素增多，但两岸贸易额逆势大幅
增长，充分说明两岸经济合作具有
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能够经受住

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大陆和台湾
在资金、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
各有所长，优势互补的大格局没有
改变。大陆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
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对台湾优质产
品和优质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只
要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充分
发挥企业界的作用，加强开放合
作，不用舍近求远，就能够实现共
同发展。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手
足兄弟，大陆致力于为台商提供良
好服务的政策取向一以贯之，对台
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各项
政策和服务只会越来越好。大陆正
在认真落实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
合作的“31条措施”，愿为台湾商品

出口大陆提供更多便利，欢迎更多
台湾企业来大陆投资，支持台湾企
业分享“一带一路”建设的商机。

汪洋强调，和平稳定的环境，
是发展与合作的前提。两岸同胞要
携起手来，顺应历史大势，共担民
族大义，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
独”，把民族命运、同胞福祉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为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加油助力，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
长郭金龙、副理事长张平等出席年
会。1000多位两岸企业界人士参会。

会前，汪洋会见了峰会台湾方
面理事长萧万长、副理事长江丙坤
等台湾主要参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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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弘扬宪法精神 树立宪法权威 使全体人民都成为
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栗战书出席“深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 坚定不移
推进改革开放”座谈会并讲话

李克强会见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 2018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在厦门举行
汪洋出席并发表演讲

日前，中国银保监会正式发布了《商业银行理财子
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新办法与“资
管新规”和“理财新规”共同构成理财子公司开展理财
业务需要遵循的监管要求。

“子公司”成专业主体

11月下旬以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宣布设立
理财子公司。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国有大行及其他银行陆续设立
理财子公司，既是落实一系列监管新政策的要求，也是
银行业金融机构未来抢占市场的必然选择。“未来以子
公司形式开展业务将成为银行理财业务经营的主流模
式。自主经营和自主决策有利于业务的拓展，母银行将
更多从客户和业务联动的层面与其开展合作。”交通银
行金融研究中心银行分析师许文兵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理财子公司作为独立的法
人机构，具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人财物资源配置权以
及专门的考核及激励机制，有助于引入市场化机制，
推动理财业务更加专业化运营。同时，设立理财子公
司，可以建立起有效的风险隔离制度，在资管业务和
银行其他主营业务之间牢固树立防火墙。理财子公司
设立后，还可根据业务发展需求，实施混合所有制改
革，使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和海外资本在经营过程
中实现优势互补。”

有利于理财业务规范转型

对银行开设的理财子公司，新办法做出了很多制度
设计和详细规定。比如，在业务范围上，新办法规定理
财子公司为商业银行下设的从事理财业务的非银行金融
机构，业务范围主要为发行公募理财产品、发行私募理
财产品、理财顾问和咨询等，不允许吸收存款、发放贷
款；在投资方向上，新办法进一步允许理财子公司发行
的公募理财产品直接投资股票；在销售渠道和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方面，新办法规定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要遵守
关于营业场所专区销售和录音录像、投资者风险承受能
力评估、风险匹配原则、信息披露等规定。

中国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由独立法人机

构开展资管业务，将其与银行信贷、自营交易、证券投
行和保险等金融业务相对分离，为国际通行实践。

“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开展资管业务，有利于
优化组织管理体系，建立符合资管业务特点的风控制度
和激励机制，促进理财业务规范转型。同时，这也有助
于培育和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引导理财资金以合法、
规范形式进入金融市场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该负责
人说。

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对于理财市场的未来新格局，分析人士普遍持有积
极态度。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罗荣华认为，在专业
分工上，银行通过与理财子公司的细致分工，能充分发
挥线上线下渠道优势；对理财子公司而言，可挖掘内部
投资研究能力，细化专业分工以提升投资效率，从而做
大银行资管这块“蛋糕”，辐射基金、保险、信托、私
募等领域。

在董希淼看来，理财子公司将可能成为打通间接融
资与直接融资的重要载体。“在审慎经营策略下，银行
资管对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可能不会快速提升。不
过，这将有助于提高银行理财业务的盈利能力，同时也
对银行的投研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信贷资金是储蓄，理财资金是投资，二者对风险
收益的要求截然不同。新办法的实施有助于金融更好地
服务实体经济。”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
登新对本报记者说，一方面，让理财等资产管理业务以
商业银行子公司为主体进行运营有助于银行传统信贷业
务规避风险、做大做强；另一方面，理财子公司独立运
作资管产品和业务，有助于形成稳定、专业、规范的经
营机制和人才队伍，为股权类产品所在的直接融资市场
提供机构投资者和资金，从另一个角度支撑实体经济直
接融资需要。

理财子公司，构筑资管新格局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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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 是 国 家 宪 法
日。为弘扬宪法精神，建设
平安校园，河北省阜城县人
民检察院联合团县委、县司
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组成宣讲
团，走进县第四中学，开展

“宪法在我心中”主题宣讲
活动。图为宣讲人员为学生
讲解宪法读本。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宪法宣讲
进校园

本报成都12月 4日电 （记者赵
晓霞） 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4日在
四川成都举行，来自15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1500名代表参加大会。

记者从大会获悉，截至目前，共
有 15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548 所孔
院，1193 个中小学孔子课堂，5665
个下设教学点。现有中外专兼职教师

4.67 万人，各类面授学员 187 万人
（累计面授学员1100万人）。

大会以“改革创新促发展，携手
同心创未来”为主题，围绕“孔子学
院办学模式和管理机制创新”“汉
语+与孔子学院特色化发展”“孔子
学院数字化建设”“培育多元化合作
伙伴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

孔子学院大会举行

今年以来，江苏省连云港
市海州区监委以查处的案例为
素材，编排廉政小品并组织演
出，以此警示教育领导干部、公
职人员要坚守底线，廉洁奉公，
全身心为群众服务。

图为纪检监察干部在新海
街道幸福社区剧场精心排练小
品《使命》。

屠有娟 赵 晨摄

小品演绎
身边事

新华社北京12月 4日电 为隆
重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全方位展
示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由
中央宣传部、中央改革办、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新华社、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

拍摄的8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必由之
路》，将从12月11日起在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该片以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为主题，全
景式回顾改革开放40年历程，以风云激
荡的感人故事，铺陈出一部国家民族砥

砺奋进的壮丽史诗，深刻揭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
础上，是由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
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响
亮回答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一招。这部政论专题片的播出，
必将进一步增强人们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将改革
开放进行到底的信心决心。

《必由之路》即将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