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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19日电 （记
者陈炜伟 潘洁）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主任何立峰 19 日说，当前中国经
济发展面临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
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
和实体经济失衡，必须用深化改革
的办法，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率，
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何立峰当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 2017 年年会上说，我国供给体
系产能虽然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
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
需求。同时，我国存在资金脱实向
虚现象，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
我循环，加大了金融体系风险，加
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此外，
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一度带
动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价过
快上涨，推高了实体经济成本。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
化之年。何立峰说，随着去产能等
重点任务的深入推进，一些深层次
的矛盾问题可能日渐凸显。面对挑

战，既不能畏难厌战，又不能急功
近利，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来引领和
指导。

何立峰说，一方面，要遵循市场
规律，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
断、壁垒阻隔和地方保护，加快形成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
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
力。另一方面，要用改革激发市场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用政策引导市场
预期，做到政府行为不缺位、不越
位、不错位。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必须保持战略定力。

何立峰还表示，今年要重点推
进五方面工作：一是着力创新制度
供给，优化要素配置；二是着力实
施创新驱动，振兴实体经济；三是
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稳定宏观环
境；四是着力防控潜在风险，坚决
守住底线；五是着力保障改善民
生，增强人民获得感。

新华社北京 3月 19日电 （何

晓源 陈炜伟） 工信部部长苗圩
19日说，当前，创新成为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主引擎，要从完善国家制
造业创新体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夯实工业基础能力等六个方
面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当天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 2017 年年会上，苗圩表示，我国
制造业创新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在扶持政策、激励机制、服务体系、
社会环境等方面仍存在着一些制约
创新的弊端。

苗圩说，一要完善国家制造业
创新体系，依托企业联合高校和研
究院所，在现有基础上加快推进新
材料、机器人等创新中心建设。开展
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示
范。

二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启动实施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重
大工程，加快论证天地一体化信息
网络、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重大工
程。加快车联网推广应用，在战略

必争领域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三要夯实工业基础能力。针对

重大工程和重点装备的关键技术产
品，支持优势企业开展产学研用联
合攻关，突破重点领域发展的基础
瓶颈。开展示范应用，建立奖励和
风险补偿机制。

四要实施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
略。加快推进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结
构调整，建立健全小核心、大协
作、专业化、开放型武器装备科研
生产体系。

五要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
野的企业家人才，加快建设多层次
的制造业创新人才队伍。

六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化
“放管服”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
和行业壁垒，消除阻碍创新要素合
理流动的人为因素。深化市场准入
制度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市
场监管，完善创新主体的激励机
制。

国家发改委主任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

深化改革破解经济三大结构性失衡
工信部部长苗圩：六大措施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记者 徐博

针对一些拥有注册建筑师、执
业药师等资格的人将职业资格证

“出租”出去牟利的现象，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
示，人社部将治理“挂证”乱象作
为推动“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
内容，并督促推动有关部门加大整
治力度，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这位负责人说，近年来，有关
部门逐步加大清理打击“挂证”行
为的力度，“挂证”现象得到一定
程度的遏制，但还没有被根治。

首先，职业资格证书持有人通
过证书挂靠可以牟利，企业通过证

书挂靠既能满足资质审查的需求，
又可以节省人工成本。而一些中介
服务机构因为有利可图积极牵线搭
桥，助推“挂证”升温。

第二，一些部门过高设置企业
开办、年检时人员资格权重条件，
一些不具备人员条件的企业为取得
资质寻找具有职业资格人员挂靠，
成为“挂证”的现实需求。

第三，建筑、药品零售等行业
发展较快，对执业人员需求较大，
尚未形成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管
理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孤岛，发现、
查处证书挂靠违法行为较为困难。

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挂
证”需求开始缓解。一方面，人社
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各类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2016 年
共有 200多万人取得各类职业资格
证书，有效增加了人才供给总量。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按照“放管
服”改革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改
革企业管理模式，减少了“挂证”
需求。例如，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
了《关于简化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
部分指标的通知》，淡化企业资质
与人员资格之间的联系。除各类别
最低等级资质外，取消关于建造
师、持有岗位证书的现场管理人员
等的指标考核。知识产权局印发了

《专利代理行业改革试点工作方
案》，降低了设立专利机构和取得
专利代理人资格证的条件，从根源
上缓解了“挂证”需求。

这位负责人说，下一步，有关
部门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
明确监管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负有

“挂证”监管的主体责任，要针对
本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履行
职责，尽快研究提出根治“挂证”
的方案。

同时，有关部门还将加强信用
体系建设、法律法规建设，进一步降
低资格资质门槛、清理取消与企业
资质相关的行政许可事项，并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增加人才有效供给。

此外，要加强联合抽查。集中查
处一批、曝光一批，“挂证”严重的要
对当事人、当事企业、违规中介、
主管部门追责，让“挂证”行为付
出代价，形成震慑。

人社部：

推动“放管服”改革 治理“挂证”乱象

据新华社武汉 3 月 19 日电
（记者熊金超） 岳阳洞庭湖特大桥
主桥 19日顺利合龙，标志着世界
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
和国内规模最大的运煤专线蒙华
铁路 （蒙西至华中地区） 煤运通
道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这
也是我国“北煤南运”通道在相
继跨越黄河、长江之后，在施工
建设过程中取得的又一突破。

据 中 铁 大 桥 勘 测 设 计 院 介
绍，洞庭湖特大桥是一座三塔斜
拉双线重载铁路桥梁，正桥全长
1290.24 米，承载 1 万吨荷载，可满
足重载列车 120公里运行时速，是
目前世界跨度最大的三塔铁路斜
拉桥。

“随着跨越黄河、长江和洞庭
湖的四座大桥施工建设的顺利推
进，蒙华铁路提前至 2019 年开通
已成定局。”中铁大桥局相关负责
人赵志刚介绍说，目前，由中铁大
桥院设计、中铁大桥局施工的湖北
荆州长江公铁特大桥已全面建成；
两座跨越黄河的特大桥等重要控
制性节点工程建设也进展迅速。

据了解，计划 2020 年建成通
车的蒙华铁路全长 1800 多公里，
跨越蒙、陕、晋、豫、鄂、湘、赣七省
区，规划年运输能力 2 亿吨以上，
总投资估算 1900多亿元，是继大
秦铁路 （山西大同至河北秦皇
岛） 之后国内又一条超长距离的
运煤大通道。

洞庭湖特大桥主桥合龙

我国“北煤南运”通道建设提速

随 着 京 津 冀 一 体 化 的 到
来，河北省饶阳县职业技术学
校将“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作为校企合作探索人才培养的
新模式，有效提高学生的创新
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同时
也为学生实习、实训、就业提
供更大的空间。据了解，这种

“订单式培养”模式使得职校、
企业和毕业生从中获益，目前
该校已与京津冀十几家企业签
订“订单培训”协议，实现订
单招生80%以上，就业率在95%
以上。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订单式”培养

“零距离”就业

3月19日，饶阳县职业技术学校电子电工专业的老师在指导学生。

饶阳县职业技术学校畜牧兽医专业的老师讲解牲畜的听诊、叩诊。 饶阳县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为学生讲解计算机知识。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
者梁天韵）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日
前做出回应，近期有报道称“过
道学区房可作为入学资格”为不
实信息，北京坚持免试就近入学
原则，“过道学区房”不能作为入
学资格条件。

北京市教委相关人士表示，
2017 年北京义务教育入学工作近
日将启动，凡符合法定年龄的北
京户籍适龄儿童，均须按区教委
划定的学校服务片参加学龄人口
信息采集，免试就近入学。

据了解，北京将持续综合施
策，标本兼治，多种方式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大力促进教

育公平。一是整合教育资源，全
方位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扶持力
度，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降
低择校需求。这是遏制学区房乱
象的治本之策，也是教育公平的
应有之义。二是深化干部教师交
流，缩小区域、城乡、校际之间
师资水平差异，带动提升每一所
学校的办学质量，让学生在家门
口上好学，缓解盲目择校焦虑。
三是完善入学政策，指导区教委
在热点区域试行多校划片，降低
学区房的择校功能。推进优质高
中校额到校招生，引导义务教育
就近入学，巩固义务教育就近入
学成果。

北京：

“过道学区房”不能作为入学资格条件

新华社福州3月19日电（记
者刘旸 王成） 据福建省南平市
政府19日消息，18日傍晚，南平
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廖俊波
同志在下乡途中遭遇车祸，经抢

救无效因公殉职。
廖俊波，1968 年 8 月出生，

曾任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委书
记。2015 年 6 月，廖俊波荣获全
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福建南平市常务副市长廖俊波因公殉职
曾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新华社天津3月19日电（记
者周润健）“天将小雨交春半，谁
见枝头花历乱。”3 月 20 日 18 时
29 分迎来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春分”。保健专家提醒说，此时
节，天气虽然转暖，但昼夜温差
较大，乍暖还寒，忽冷忽热，公
众要谨慎添减衣物，在饮食调养
上更要注意膳食平衡。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
介绍说，“春分”是反映季节和气
候的一个节气。“春分”一是表示
昼夜平分的意思，二是表示春天
一半的意思。不论南北方，春分
节气都是草长莺飞，春意融融，
春色满园的大好时节。

气象资料显示，春分时节，
天气虽然已日渐暖和，但昼夜温
差较大，而且仍不时有寒流侵
袭，不仅带来大风降温，而且雨
水较多，甚至阴雨连绵。

保健专家表示，对健康养生
而言，春分的重要性仅次于夏至
和冬至。由于春分节气平分了昼
夜和寒暑，人们在保健养生时应
注意保持人体的阴阳平衡状态。

天 津 中 医 药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营 养 科 主 任 李 艳 玲 建 议 ，
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适时增减
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同时多
喝水勤锻炼，定时睡眠，定量
用餐。

在 饮 食 调 养 方 面 ， 应 当 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能保持
机体功能协调平衡的膳食，在
吃凉性食物时应佐以温性之品，
服益阳之品时则应配以滋阴之
物，以保持阴阳平衡。她还建
议，多食一些富含蛋白质和微量
元素的食物，如牛奶、鱼类、蛋
类、豆制品、大枣、蜂蜜等，可
达到养肝护脾和滋阴益血的功效。

“春分”养生：

谨慎添减衣物 注意膳食平衡

3月19日，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唐岛湾滨海出现平流雾，岛屿、建
筑、街道在雾中若隐若现，宛若仙境。 新华社发（刘积舜 摄）

青岛海滨现平流雾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