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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13日电（记者王观） 近日，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境外
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资金管理规定（征求意
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此次修订的境外机
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资金管理规定，是人民银
行、外汇局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RQFII）
投资额度限制后，为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
境内证券投资而拟出台实施的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合并两项制度的资金管理规定。在取
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基础上，合并
合格境外投资者相关资金管理规定，以后符合
要求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仅需参照本规定进行跨
境资金管理。

二是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在保留 QFII 和
RQFII制度基础上，不再对境外机构投资者分
币种管理，境外机构投资者可根据投资需要，
汇入外币或人民币或同时汇入外币与人民币资

金，并根据所汇入币种开立相应账户。
三是优化托管人管理。单家境外机构投资

者不再受原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对托管人数量
的限制，可根据实际投资需要选择托管人。

四是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
投资。不再要求境外机构投资者汇出累计收益时
提供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投资收益专项审计
报告、税务备案表等材料，以完税承诺函替代，极
大简化其资金汇出入手续，大幅简化登记材料。

本报呼和浩特 12 月 13 日电
（记者张枨） 12 日，记者从内蒙古
自治区统计局获悉，2019年，内蒙
古各地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积极落实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全年粮食生产喜获丰收。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
显示，2019年，内蒙古粮食总产量
达 3653 万吨 （730.6 亿斤），稳居全
国第八位，比 2018 年增加 100 万吨

（20亿斤），增长2.8%，实现了“十
六连丰”。

新华社北京12月 13日电 （记
者王雨萧、陈炜伟） 商务部13日发
布数据，今年1至11月，全国新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 36747 家，实际使用外资
8459.4亿元，同比增长6%。11月当月实
际使用外资935.3亿元，同比增长1.5%。

数据显示，1 至 11 月，高技术
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407亿元，同比
增长 27.6%。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

用 外 资 834.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7%。其中，医药制造业、电子及
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
分别增长 43.9%和 10.6%。高技术服
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1572.7 亿元，同
比增长 43.4%。其中，信息服务、
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28.3%、60.7%和67.8%。

要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集中兵力打
好深度贫困歼灭战；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方
向不变、力度不减；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
实各方责任……在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被列为明年的第二项重点工作，
并有了清晰的思路和安排。

专家分析指出，今年以来，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
进展，精准脱贫成效显著，金融风险有效防控，生态
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展望明年，有信心和能力继续打
好打赢三大战役，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圆满收官。

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

2019 年，受益于脱贫攻坚好政策，不少贫困群众
迎来了新生活。即将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
年，脱贫攻坚任务更是被列为三大攻坚战的首位。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向本报
记者分析，明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任务
将成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会议提出“打好深度贫
困歼灭战”，既是明确目标，也是为各地加油鼓劲。

“经过前期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推进，深度贫困地
区是目前脱贫的焦点和难点所在，也是检验任务是否
全面完成的关键。”党国英说，会议聚焦深度贫困地
区，并提出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有效举措，是
接下来工作的关键。一要通过产业发展创造就业，让
贫困地区人口参与到社会分工体系中；二是针对极端
偏僻、不宜发展生产生活的地区，要开展易地搬迁，
并选好地点，妥善解决搬迁后的生产就业问题。

数据显示，目前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还有贫
困人口 172 万人，“三区三州”以外的 199 个深度贫困
县还有贫困人口467万人。会议不仅明确政策、资金重

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同时强调要
建立机制，及时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的监
测和帮扶。“即使建档立卡贫困户脱了贫，脱贫工作也
不能结束，发现一个，帮扶一个。”党国英说。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此前表示：“预计到今年
底，全国 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
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再经过2020年一年的努
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
解决。”

污染防治方向不变、力度不减

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近年来，中国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好转，不少居民切实感受到好环境带来的
舒适感。但当前成效还不稳固，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的情况下，部分地方又存在放松环境监管的风险。明
年污染防治怎么干？

会议指出，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方向不
变、力度不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方向不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介绍，2020 年是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打好水源地保护、
渤海综合治理、长江保护修复等重大战役的关键之
年，将为今后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奠定坚实基
础。因此，调结构转方式、加快推动绿色发展的方向
不能改变。

力度不减——经济发展压力下，环境监管是否悄
然放松？“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
摇、不松劲、不开口子。”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日前
表示，“坚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信心和决心，绝不会
放宽放松，更不会走回头路”。但力度不减不意味着

“一刀切”，要加强精准、科学、依法防治，避免“平
时不作为急时‘一刀切’”。

专家表示，制度优势、后发优势和传统产业绿色
技术改造空间大等特点，都将成为中国防治污染、推
动绿色转型的有利条件。

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过去位列三大攻
坚战之首。今年，许多人注意到会议中的相关表述调
整到第3位。会议指出，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
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压实各方责任。

“这说明经过前几年积极化解风险，主要任务取得
明显进展，接下来进入巩固成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的阶段。”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
本报记者表示。

赵锡军说，自明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来，工作
推进力度非常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同时加强监管机构职能。在制度建设方面，针对风险
集中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制度重构，如出台银行理财
新规、强化主体责任等。在具体行动方面，宏观上推
进“三去一降一补”，微观上严厉查处风险案例等。前
三季度，银保监会系统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912 件，
处罚银行保险机构1575家次，罚没金额7.75亿元。

“我国金融风险总体收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人民
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守住了不发生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说。

对于明年工作，会议强调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
定。赵锡军指出，金融杠杆的配置要与经济发展相适
应，当前经济政策保持相对稳定的基调，相应的宏观
杠杆率也要保持基本稳定。看明年金融领域的发展，
一是更多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二是更好发挥金融机
构在服务民生、小微企业等普惠性金融方面的作用。

2020年中国经济怎么干 ②

三大攻坚战三大攻坚战，，有信心打好打赢有信心打好打赢
本报记者 李 婕

央行、外汇局将发布规定

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
央行、外汇局将发布规定

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

目前，金象国际集团
携手王府井集团联手打造
的华东地区第一家王府井
购物中心正在紧张建设中。
中建二局南京金象城项目
部成立以来，认真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同时以“智能
化”推动智慧工地建设，提
升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水平。
图为项目部安全生产负责
人与工友交流安全知识。

孙寒晨 秦 闯
摄影报道

本报电（刘艳、沈加胜） 近年
来，江苏泰州市医药高新区依托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建设
集人脸识别系统、智慧物业系统、公安
管控系统等为一体的“智慧小区”，为
平安城市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

如今，在该区野徐镇幸福小区各
出入口，看似简单无奇的门栏却隐藏
着“大智慧”：凡登记过的住户走到小
区大门五六米处时，通过高清摄像头
自动识别人脸后，门栏自动打开，整
个过程不到一秒。除刷脸进小区，车
辆也一样，通过扫描车牌号就可直接
开门，再不用停车、取卡、开车等繁琐
的手续，省时又省力。

据了解，该平台具有信息传输
整合功能，可与政府部门的信息平
台对接，与公安机关的天眼工程等
信息实时共享，可有效监控高危可
疑人员进入小区。

据悉，该“智慧社区”大数据平台
建成后，幸福小区的治安状况得到较
大改善。今年以来，小区居民的总报
警量较同期下降33%，小区再无失窃
案件，案发率同比下降100%。

幸福小区试点的成功也给医药
高新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经验。
野徐镇计划今年在康居西苑、康居
新苑和康雅等拆迁安置小区推行这
一做法，实现智能管控的全覆盖。

“智慧社区”建设自 2017 年幸
福小区试点开展以来，也为泰州市
建成智慧城市提供了基础管理数据
来源。“公安部门要充分运用‘互联
网+’和‘大数据’等手段，进一步提
升辖区智慧化应用水平。”泰州公安
医药高新区分局政委高君表示，要积
极推动智慧安防建设，进一步提升人
员管控、服务民生等方面的工作实
效，助力平安城市建设。

内蒙古全年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前11月中国使用外资同比增6%前11月中国使用外资同比增6%

泰州医药高新区打造智慧社区泰州医药高新区打造智慧社区

12月 13日，第四届
吉林雪博会暨第二十三
届长春冰雪节在吉林省
长春市开幕。本届雪博
会以“冬奥在北京·体验
在吉林”为主题，历时 5
天。总面积达 10 万平方
米的展区将免费开放。图
为参观者在展会现场与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吉祥
物“冰墩墩”合影。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近年来，河北省张北县充分利用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把光伏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攻点，大力发展光伏
扶贫工程。据介绍，目前该县光伏扶贫电站总装机容量达80.5万千瓦。图为12月13日，供电工人在张北县小
二台镇德胜村检修村级光伏扶贫电站的并网线路。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雪博会 重安全

山东省乳山市依托
自身区位优势，积极发
展海洋食品加工产业，
逐步形成集合海产品养
殖、研发、加工、冷链
物流、贸易出口的产业
链条。图为在乳山一家
食品有限公司，工人在
加工扇贝。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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