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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7日电 （记
者王希 刘羽佳） 国务院国资委副
主任翁杰明17日说，截至2021年底，
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
259.3 万亿元，比 2012 年底增长 2.6
倍，年均增长 15.4%；2012 年至 2021
年，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累计实现
增加值111.4万亿元，年均增长9%。

他是在 17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
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上述情况的。

翁杰明表示，从经济发展的规

模看，国有企业有力增强了我国经
济实力，从经济发展的质量看，国有
企业有力提升了高质量发展成色。

来自此次会议的信息显示，国
资系统监管企业大多处于关系国家
安全、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
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近年来通过
持续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发展质
量效益不断提高，有力引领和促进
了相关行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在电
子信息、轨道交通等领域打造了一
批先进制造业集群。

逼近260万亿元

十年间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
资产总额年均增长15.4%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记者顾天成 董瑞丰） 疾病预防
控制事关人民生命健康，事关公共
卫生安全。一组数据显示，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疾
病和健康危险因素监测网络，重大
疾病防控水平提高明显，多种“疫
苗可预防传染病”降至历史最低水
平，艾滋病病死率、结核病发病率
显著下降，“乙肝大国”摘帽⋯⋯
这是记者 17 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提
出坚持“预防为主”，多举措完善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十年来，我国
重大疾病防控水平不断提高。

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传染病的
有效手段，我国免疫规划事业成效
显著、影响广泛。当前，我国中央
财政每年投入超 40 亿元免费向居
民提供免疫规划疫苗，可预防的传
染病已达到 15 种。

此外，针对糖尿病等重大慢性
病的综合防治工作也取得成效。

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疾病
和健康危险因素监测网络

全文请扫二维码

巴山渝水奏响奋进曲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重庆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两次到重庆考察，对重庆改革
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在总书记指
引下，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 创 造 高 品 质 生
活，以崭新风貌昂扬奋进现代化
新征程。

新华社昨天播发 《巴山渝水奏

响奋进曲——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
重庆篇》，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一、

“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二、“更加
注重从全局谋划
一域、以一域服
务全局”；三、“筑
牢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

新华社北京 6月 17日电 （记
者彭韵佳）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
甫在 17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上说，为助企纾困稳岗，有
条件的地区对中小微企业阶段性实
施缓缴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实施时
间为 3 个月，预计缓缴资金规模
1500 亿元左右。

陈金甫说，在考虑医保基金承
受能力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地区主
要是指医保基金累计结余支付在 6
个月以上的统筹地区。

“缓缴措施免申即享，不需要
每个企业再到医保经办部门去提供
申请材料。”陈金甫说，在缓缴的
同时，要求各地确保参保人员待遇
支付。也就是说，缓缴期间医保报

销水平不降低，确保应保尽保、应
享尽享、应报尽报、应结尽结。

他介绍，通过大数据对用人单
位的缴费识别，可以把绝大多数符
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纳入政策享受
范围，未被纳入的企业可按政策申
请。目前，国家医保局正在抓紧研
究具体的缓缴措施。

为积极支持疫情防控，国家医
保局累计拨付 200 亿元专项资金，
做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费用保障。
并多轮磋商降低疫苗和核酸检测价
格，实现灭活疫苗价格降到每剂
20 元以下，核酸检测单人单检已
降至每人次不超过 16 元、混检每
人次不超过 5 元、大规模核酸检测
每人次不超过 3.5 元。

国家医保局：

将在有条件的地区对中小微企业
实施缓缴职工医保单位缴费

新华社北京 6月 17日电 （记
者姜琳） 就业是民生之本，帮助困
难群众就业十分关键。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 17 日在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人社
部门重点采取了四方面措施强化困
难群众的就业帮扶。

一是强化困难人员就业援助。
健全就业援助制度，畅通线上线下
失业登记渠道，及时将就业困难人
员纳入援助范围。开展就业援助月

等专项活动，提供一对一精准服
务。对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就业的，
运用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

二是强化困难毕业生重点帮
扶。坚持把脱贫家庭、低保家庭、
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的、较长时
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作为重点帮
扶对象，实施一人一档、一人一策
专项服务，优先推荐岗位，优先组
织见习，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多
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三是强化脱贫人口稳岗就业。
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大力培育劳
务品牌，积极拓宽脱贫人口务工渠
道，充分发挥就业帮扶车间等载体
作用，为脱贫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
地就近就业机会。健全就业服务、
技能培训、权益维护“三位一体”
工作机制，促进脱贫人口就业增
收。

四是强化其他困难群体统筹就
业。全面落实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

度，加强大龄劳动者就业帮扶和权
益维护，扎实做好长江流域重点水
域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等，确保
困难群众就业有出路、生活有保
障。

据李忠介绍，今年月份 1 至 5
月份，人社部门共帮扶失业人员
再 就 业 196 万 人 ， 就 业 困 难 人 员
实 现 就 业 68 万 人 。 截 至 5 月 末 ，
全 国 脱 贫 劳 动 力 务 工 规 模 达 到
3133 万人。

我国采取四方面措施强化困难群众就业帮扶

6 月 17 日拍摄的白鹤滩-浙
江±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
工程德清段 （无人机照片）。

当日，白浙线±800 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浙江湖州德清
段顺利实现全部贯通，湖州段全线
也将于本月率先架通，白-浙特高
压重点工程正加速推进。白-浙特
高压工程全长2140.2公里，途经四
川、重庆、湖北、安徽、浙江五省

（市），是我国实施“西电东送”战
略重点工程。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西电东送

6 月 16 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 16
日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741.46
点，收于 29927.07 点，跌幅为 2.42%；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下跌 123.22
点，收于 3666.77 点，跌幅为 3.2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53.06 点，收于
10646.10点，跌幅为4.08%。 （新华社发）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6日大幅下跌

新华社北京 6月 17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7 日宣布：国家
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3日在北京主持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会晤
以视频方式举行，主题为“构建高质量
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将于 6 月 24 日在北
京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对话

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主题为“构建新
时代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携手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金砖国
家领导人和有关新兴市场国家及发
展中国家领导人将共同出席。

习近平主席将于 6 月 22 日以视
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
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
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23日、24日举行

习近平将主持会议
并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6 月
17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以
视频方式出席第二十五届圣彼得堡
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
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经济全球化遭
遇逆流，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际社会迫切期待实现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我们
要把握机遇、直面挑战，推动全球
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创共享和平
繁荣美好未来。

第一，塑造有利发展环境。要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并支持
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升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
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促进全球
平衡、协调、包容发展。

第二，提振发展伙伴关系。要
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汇聚合
作资源、平台和发展伙伴网络，增
加发展援助，形成发展合力，弥合
发展鸿沟。

第三，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要加强发展政策、国际规则和标准
的软联通，摒弃脱钩、断供、单边
制裁、极限施压，消除贸易壁垒，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携手
应对日趋严峻的粮食、能源危机，
实现世界经济复苏。

第四，坚持创新驱动。要挖掘
创新增长潜力，完善创新规则和制
度环境，打破创新要素流动壁垒，
深化创新交流合作，推动科技同经
济深度融合，共享创新成果。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韧性
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
信心。中国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
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推
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
愿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一
道，共创发展前景，共享增长机
遇，为深化全球发展合作、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第二十五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
论坛全会于 6 月 17 日在俄罗斯圣彼
得堡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俄
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哈
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出席。

习近平出席第二十五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共创发展前景 共享增长机遇

白-浙特高压重点工程
加速推进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17日电
（记者田晓航 宋晨）暑期即将来
临，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保证高
校学生顺利返乡？17 日举行的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强
调，满足条件的返乡学生免予集
中隔离观察，确需隔离的返乡学
生免除集中隔离费用；各地要逐
级传达、落实学生离校返乡政策，
不得层层加码。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刘培俊在发
布会上表示，前不久，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及时调整优化了高校疫
情防控政策，支持部分地区、部分
高校有意愿的学生离校返乡，总体
实现了“有序离校、安全到家”。

刘培俊进一步介绍，根据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有疫情的地

区，高校内如果没有疫情，实施7天以
上封闭管理结束后，学生可持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高校开具的相
关证明离校返乡，以从学校到目的地

“点对点”闭环方式返乡。满足以上条
件的高校学生不再集中隔离，到家后
实施7天健康监测，如有异常，应及时
报告当地社区和疫情防控部门。

同时，通过各地协同工作的两
项机制保障学生顺利返乡：通过出
发地—返乡地“省对省”对接机制，
提前统计、及时推送离校返乡学生
信息，并要求返乡地保证学生隔离
期间食宿条件，满足学生生活、就医
等必要需求；通过从校门到家门“省
—校—省”应急协调机制，出发地和
返乡地联防联控机制以及学生所在
高校三方建立联络，实时调度、协调
解决学生返乡途中的特殊情况。

教育部：

学生离校返乡实行“两免”政策
不得层层加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