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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

近平6日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们正处在一

个挑战层出不穷、 风险日益增多的时

代，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严重威胁世界

和平稳定， 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中德作为两个负责任大国，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需要加强战略沟通、 协调和合

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这

不仅对中德两国， 对世界都愈显重要。

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对话协商，尊重

彼此发展道路， 照顾各自核心利益，做

平等对话、互利合作、交流互鉴的战略

伙伴。

习近平强调，要把中德合作的蛋糕

做得更大。 你这次访华双方达成不少经

贸合作成果，证明中方扩大开放说到做

到。 中国市场足够大，而且随着发展会

越来越大，将给德国和世界各国带来更

多新机遇。 中德汽车产业合作就是两国

互利共赢的很好例子。 双方应保持开放

前瞻意识， 在自动驾驶、 新能源汽车、

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 数字化和5G等

新兴领域加强合作， 共同培育和开拓

未来市场。 中方正在加快开放金融和

服务业， 欢迎德方投资。 你还将赴武

汉访问。 欢迎德国企业参与长江经济

带建设。 要厚植人文和民意基础， 争

取两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广泛参与和

支持中德关系发展。 要共同展现责任

担当，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捍卫自由

贸易和多边主义， 在气候变化、 对非

合作等方面加强合作。

默克尔表示， 德中对话合作广泛

深入， 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两

国合作正沿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德国

很高兴能够分享中国扩大开放政策成

果， 愿继续加大对华投资， 拓展合作

领域， 促进人文交流。 单边主义、 保

护主义也给德国带来不利影响。 各方

应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

和摩擦。 德方愿本着多边主义、 自由

贸易精神， 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

的沟通协调。 德方愿为欧中关系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

双方还就当前的重大国际问题深

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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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

日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

代表回信，对涉农高校办学方向提出要

求，对广大师生予以勉励和期望。

习近平指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全国涉农高校牢记办学使命，精心培育

英才，加强科研创新，为“三农”事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

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

科技、在人才。 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希望

的田野，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我国高

等农林教育大有可为。 希望你们继续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拿

出更多科技成果， 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

型人才，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 提高亿万农民生活水平和

思想道德素质、 促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近日， 全国50多所涉农高校的100

多位书记校长和农林专家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信，汇报了在浙江安吉围绕新时

代农林学科建设开展研讨的情况，代表

130万农林师生表达了肩负起兴农报国

使命、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矢志奋斗

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寄语全国涉农高校广大师生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强农兴农为己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 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率党

政代表团赴梅州考察对口帮扶和精准

脱贫工作， 实地考察蜜柚主题食品、药

品、化妆品、洗涤用品等对口帮扶项目，

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小学、幼儿园规划

建设， 及枫朗镇大埔角村结对帮扶工

作，看望慰问红色革命后代贫困户。 随

后，两市召开对口帮扶党政一把手联席

会议暨脱贫攻坚工作座谈会。 张硕辅，

梅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

作讲话。 梅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爱军

主持座谈会。 梅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广

州对口帮扶梅州指挥部总指挥刘棕会

汇报工作情况。

张硕辅对广梅两地对口帮扶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他说，对口帮扶

梅州是省委、省政府交给广州的重要政

治任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

求，把深化对口帮扶、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作为践行初心使命、做到“两个维

护”的具体行动，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

迫感，突出重点难点，推动各项帮扶措

施取得更大成效。 着力决胜脱贫攻坚，

聚焦建档立卡贫困户，聚焦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聚焦稳定脱贫，因

人因户精准施策，巩固成果、扩大战果，

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着力提升园区共建

水平，吸引集聚优质项目，提高投入产

出率和科技创新水平。 着力提高产业帮

扶质量，拓展蜜柚产业等产业链，创新

农业组织形式， 把更多农民带动起来。

着力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

源，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

动实践。 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

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加强党的领导，认

真落实党的农村工作条例，强化两地工

作队伍合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完成各项工作

提供坚强保障。

陈敏对广州市及广大帮扶干部认

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倾情

帮扶支持梅州加快振兴发展表示衷心

感谢。 他说，梅州将抢抓新一轮发展机

遇，真抓实干，努力扛起苏区振兴使命，

拿出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梅州加快振

兴发展，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集中优

势兵力，尽锐出战，确保到2020年农村相

对贫困人口全部实现稳定脱贫、349个省

定贫困村全部出列。 立足北部生态发展

区定位，积极主动融入大湾区“交通圈”

“生活圈”“经济圈”“人文圈”， 打造大湾

区的“最美后花园”“最佳康养地”“最优

体验场”“最优农产品供应基地”。

广州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潘建

国，梅州市委副书记王庆利参加相关活

动。

张硕辅率广州市党政代表团赴梅州市考察对口帮扶和精准脱贫工作

践行初心使命 决胜脱贫攻坚

陈敏张爱军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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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6

日宣布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同时

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 全面

降准和定向降准相结合，将释放多

少资金？ 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转

向？ 这些问题引发市场关注。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9000亿元，

其中全面降准释放资金约8000亿

元， 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约1000亿

元。 市场普遍认为，此举将有效增

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

来源，促进服务基层的城商行加大

对小微、 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有

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民生

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采取普

遍降准与定向降准相结合，一方面

可以确保市场流动性充裕合理，另

一方面通过定向投放，引导资金流

入实体经济，特别是加大对小微和

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

研究员董希淼表示，此次降准体现

了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节功能，是

一次精准的定向调控。“对包括城

商行在内的中小银行而言，通过定

向降准， 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

既可额外释放部分长期流动性，减

轻中小银行的负债压力，也有助于

降低负债成本，进一步缓解中小银

行的流动性约束和利率约束。 ”

降准是否意味着稳健货币政

策取向发生改变？ 对此，人民银行

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此次降准与

9月中旬税期形成对冲， 银行体系

流动性总量仍将保持基本稳定，而

且定向降准分两次实施，也有利于

稳妥有序释放资金。 因此，此次降

准并非大水漫灌，稳健货币政策取

向没有改变。

业内人士表示，降准释放了长

期低成本资金，下一步需帮助银行

克服顺周期思维，运用MPA考核等

引导银行加大对制造业、民营企业

中长期信贷投放，加大普惠金融支

持力度。

人民银行表示，将继续实施稳

健的货币政策， 不搞大水漫灌，注

重定向调控，兼顾内外平衡，加大

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 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

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

匹配，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全面+定向降准，推动实体经济融资“量增价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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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6日宣布，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决定

于9月16日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

分点；同时，再额外对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

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降准释放长期

资金约9000亿元， 其中全面降准释放资金约8000亿

元，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约1000亿元。 财务公司、金融

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的法定准备金率为6%，是

金融机构中最低的，已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此次全面

降准不包含这三类金融机构。

在此之外，为促进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

度， 再额外对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

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10月15日和11

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

策，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定向调控，兼顾内外平衡，加

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

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

匹配， 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

的货币金融环境。

央行：9月16日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