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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19 日 从 商 务 部 获
悉，2022 年 1 至 8 月，全国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 8927.4 亿元
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

长 16.4％（ 下 同 ），折 合
1384.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0.2％。

（新华社）

据住建部网站 19 日消息，
经汇总各地统计上报数据，今
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 5.1 万个、840 万户。今
年 1-8 月份，全国新开工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4.83万个、799万

户，按小区数计占年度目标任
务的94.4%。其中，湖北、广东、
内蒙古、贵州、山西、山东、河
北、江苏、青海、江西等 10 个省
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
完成年度计划任务。（央视）

记者 9 月 19 日从教育部
了解到，为做好 2022 年秋季
学期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教
育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

地各高校全面畅通新生入学
“绿色通道”，确保每一名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顺利入
学、安心就学。 （新华社）

住建部：
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开工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4.83万个

教育部要求高校设立入学“绿色通道”

确保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安心就学

前8个月我国吸收外资
同比增长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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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
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规定》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吸收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

鲜经验，健全能上能下的选人
用人机制，对于推动形成能者
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
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建设忠
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执政骨干
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
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切
实扛起全面从严管党治吏的
政治责任，做到真管真严、敢

管敢严、长管长严，推进干部
能上能下常态化。要坚持严
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
重，做好深入细致思想工作，
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要加强督促检查，对贯彻落
实《规定》不力的，严肃追究
责任。执行《规定》中的重要
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
中央。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

扫 二 维 码
看《规定》全文

新华社电 9 月 19 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第七届中国－亚
欧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亚欧大陆充满
发展活力和潜力，是共建“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近年
来，中国新疆充分发挥区位优
势，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建设，促进中国和亚欧地区
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合作、共同

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

一道，以中国－亚欧博览会为平
台，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

神，坚持高标准、可持续、惠民
生，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
高亚欧合作水平，促进共同发展
繁荣。

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当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主题
为“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向未
来”，由商务部、外交部、中国贸
促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等共同主办。

新华社电 9 月 19 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与稳定国际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维护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
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

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
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
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
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
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
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

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

一道，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新机遇，共同构筑安全稳
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
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为促进全球经济循环、助力世界
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作
出贡献。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
国际论坛当日在浙江省杭州市
开幕，主题为“同舟共济，共克

时艰，务实推动构建富有韧性
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由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浙江省人民政府共
同举办。

新华社电 9 月 19 日 ，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多哥总
统福雷互致贺电，庆祝两国
建交 50 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
友谊深厚。建交半个世纪
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双方始终真诚友好，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给两国
人 民 带 来 实 实 在 在 福 祉 。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两国人
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谱
写了中多友谊新篇章。我
高度重视中多关系发展，愿
同福雷总统一道努力，以两
国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巩
固政治互信，在共建“一带
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

内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
多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作出积极贡献。

福雷表示，多中建交 50
年来，两国伙伴关系坚定稳
固、富有成效。在两国领导
人共同关心和推动下，两国
关系不断发展壮大，硕果累
累，惠及两国民众。中国始
终是多哥探索全面、可持续
发展道路上的关键战略伙
伴。我们赞赏中国一如既
往坚定同非洲国家站在一
起，致力于强化中非伙伴关
系，实现共同繁荣。多哥毫
不 动 摇 坚 持 一 个 中 国 原
则。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
道努力，推动多中友好合作
关系不断加强。

习近平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致贺信

中多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多哥总统
互致贺电

今年以来，在全球疫情反复、
乌克兰危机爆发、跨国投资疲软的
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克服多重困
难，实现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利
用外资同比增速高于总体水平，中
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增速高于东部
地区，外资来源地更趋多元平衡。

孟玮表示，将抓紧出台具体
举措，以制造业为重点，着力促
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

一是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当
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在做好疫
情防控前提下，便利外商投资企
业商务人员往来；加强与外贸外
资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主动对
接，保障运输通畅。

二是加大制造业引资力度。
抓紧推动出台 2022 年版鼓励外
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投向
先进制造、高新技术、现代服务

等领域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支
持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引导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国内
梯度转移。

三是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服
务。组织实施国际产业投资合作
系列活动，为跨国公司投资和各
地方招商引资搭建平台；健全重
大和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机
制，加快推进项目签约落地。

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如何

习近平向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致贺信

提高亚欧合作水平
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重点建设
东南亚儿童器
官移植中心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
华，通讯员周密、李雯摄
影报道：19 日，国家儿童
区域医疗中心（中南）、广
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增城院区正式开诊。该
院 区 规 划 了 1000 张 床
位，重点建设东南亚儿童
器官移植中心，大湾区东
部沿海儿童急危重症救
治转运中心。

19 日，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中南）、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增城院区正式开诊

广州市妇儿医疗中心

增城院区
正式开诊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回应经济运行热点？

8 月份经济数据显示，我国
经济总体延续恢复发展态势。

“主要指标呈现积极变化，但经
济恢复基础仍不牢固，正处于经
济恢复紧要关口。”国家发展改
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
力以赴落实扎实稳住经济的一
揽子政策和19项接续措施。

孟玮说，在有效投资方面，加
快推动第一批3000亿元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尽早形成实物工作
量，着力用好新增3000亿元以上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督促地方
抓住施工窗口期，推动项目尽快开
工建设。在促进消费方面，加快研
究推动出台政策举措，促进消费加
快复苏。在助企纾困方面，围绕缓
缴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保证金、
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等重点，加
快推动出台一批政策举措，着力降
低市场主体负担。

随着国庆节日临近，蔬菜、
猪肉等重要民生商品需求趋
旺，叠加国内疫情多点散发、部
分地方出现强降雨天气等不利
因素，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工作面临一定压力。

孟玮说，在紧盯蔬菜、猪肉
等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供需形势
的基础上，进一步压实“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切实做好保供
稳价工作。

一是指导各地紧抓蔬菜生
产、加强产销衔接、畅通运输配
送，保障终端市场“微循环”顺
畅、市场供应充足。采取平价销
售、补贴流通销售环节、减免批
发市场进场费等措施，促进价格
平稳运行。

二是及时投放中央猪肉储
备，指导各地加大力度同步投
放地方政府猪肉储备，投放价
格低于市场价格。同时，指导
各地适时投放成品粮油、蔬菜、

鸡蛋等储备，增加市场供应。
三是鼓励重点骨干企业坚

持诚信经营、带头保供稳价，协
调有关部门严厉打击串通涨价、
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

“近期成品粮油价格基本
稳定，蔬菜、鸡蛋价格回落，猪
肉价格总体平稳运行。”孟玮
说。

近期国内生猪价格处于历
史较高水平。孟玮介绍，为增
加中秋、国庆等节日市场供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
已投放两批中央猪肉储备，近
日还将投放第三批储备，并指
导各地加大力度同步投放地方
猪肉储备。预计9月份合计投
放猪肉储备20万吨左右，单月
投放数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下
一步，将继续紧盯生猪市场动
态，必要时还会进一步加大投
放力度，促进市场和价格平稳
运行。 （新华社）

多措并举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

预计9月份猪肉储备
单月投放量达历史最高水平

全力以赴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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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运
行态势如何？如
何促进外资扩增
量、稳存量、提质
量？如何做好重
要民生商品保供
稳价？国家发展
改革委 19 日举行
新闻发布会作出
回应。

听说“菠萝女神”
退休了

徐闻果农赶路徐闻果农赶路500500公里公里
送来菠萝花

骨科创伤类耗材下月起集采
平均降价83.48%

种植牙有望大降价
还需迈过哪些关卡

今日焦点

广东将再增一“自然充电宝”
南方电网梅州抽水蓄能电站二期工程开工

详见A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