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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
胡璐 郁琼源）10月24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国
务院关于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的综合报告》和《国务院关于2017
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
告》。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刘
昆作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
产的专项报告。

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有何重要意义？
两份报告有何亮点？财政部有关负
责人日前就国有资产报告工作的有
关情况接受了记者采访。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
来，国务院不断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国有资产产权日益明晰，国有资产管
理机制逐步理顺，会计统计等基础工
作显著加强。但也要看到，这项工作
程序不够规范，内容覆盖不够完整，
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发挥还不够
充分，有待从制度上加以完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
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2017年
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国
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决定自
2018 年起，国务院每年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主要
包括全面反映各类国有资产基本情
况的综合报告，以及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国有资
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国有自然
资源资产等 4 个专项报告。按照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
会 2018 年监督工作计划的分工安
排，由财政部牵头落实年度国有资产
报告工作。

财政部这位负责人说，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国
有资产相应累积形成很大体量，但
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形成国务院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的制度安排。今年国务院首次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同时内容也实现了全口径、
全覆盖，既包含企业国有资产、金融
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和部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总量
情况，也单列了文物资源资产情况，
还涵盖了各类资产的管理和改革推
进情况等。不仅如此，今年综合报

告通过审议后，将按程序首次将有
关内容向社会公开，这是加强全社
会对国有资产监督，提高国有资产
管理透明度和公信力，推进国有资
产管理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重要
的一步。

金融专项报告也全面摸清我国
境内外国有金融资产“家底”，既重点
报告中央情况，也汇总反映地方情
况。中央层面，除报告财政部管理的
中央国有金融企业外，还汇总统计了
金融管理部门下属金融基础设施类
机构、中央企业集团（非金融）控股各
级金融子公司等情况。同时展示了
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发展成效，还重点
聚焦金融领域相关情况，有效监督了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报告全口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
度，是实现人大国有资产监督制度
化、规范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切实
摸清国有资产家底，推动规范和改
进国有资产管理，推进国有资产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有资
产更好服务发展、造福人民。”这位负
责人说。

新华社沈阳10月30日电（记
者王莹 黄璐）高志航，一位被誉
为“空军军神”“蓝天战神”的抗日
英雄，第一个击落日机的中国空
军飞行员，牺牲时仅30岁，却在中
国近代空军史上，写下了可歌可
泣的不朽篇章。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
恒。1908 年 6 月出生，辽宁通化
（今属吉林省）人。1924年，高志航
从教会学校“奉天中法中学”毕业
后，考入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学
习。这一年东北军扩建空军，招考
飞行员赴法国学习，他把名字“铭
久”改为“志航”，表明志在航空的
决心。最终，他如愿前往法国学习
军事飞行。

1929 年 1 月，高志航学成回
国，被分配到东北航空处飞鹰支队
任少尉飞行员。在飞行演练中，他
以高超的飞行技术赢得官兵们的称
赞和敬佩。一次演习，他的右腿被
弹出的操纵杆打断。经过两次手术
康复后，他依然坚持要求重上蓝天。

1931 年，高志航晋升少校，任
飞鹰支队支队长。1935年，他奉命
前往意大利购买战机。1936 年 5
月，高志航回国，历任空军教导总

队副总队长、第 6 航空大队大队
长、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等职。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
发。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
川清计划空袭杭州、南昌、虹桥等机
场，摧毁中国的空军力量。8月14
日，长谷川清命令驻台北的 18 架

“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出动，空袭杭
州笕桥机场。

当天 18 时 10 分，杭州发出空
袭警报。此时，中国空军第4航空
大队第21、22、23中队已由河南周
口起飞，经过恶劣气象条件的长途
飞行，油料将尽。刚在笕桥机场降
落不久的高志航机队，不顾长途飞
行的疲劳和油料不足，英勇果敢地
冲上天空，在云层里同敌机群展开
猛烈厮杀。

高志航驾机占据有利位置，抓
准时机、准确击中一架日机右翼主
油箱，敌机迅速坠落在钱塘江畔。
这架敌机也成为被中国空军击落
的第一架日军战机。之后，第 23
中队队员梁添成和 22 中
队长郑少愚也各击落敌机
1 架。不到 30 分钟的战
斗，第4大队共击落日机3
架，击伤 1 架，我仅 1 架战

机轻伤。
八一四空战告捷，打破了“日

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8月15
日，中日空军在南京、上海、杭州等
地再次展开大规模空战。这一系
列战斗中，中国空军击落 17 架日
机，仅损失两架战机。后高志航因
战功卓著被任命为空军驱逐机部
队司令兼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

1937 年 11 月，高志航奉命率
队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战机。
飞至河南周家口机场时，因天气恶
劣，在机场待命。21日，机场突遭
11架日机偷袭，高志航在进入机舱
准备起飞战斗时，被炸弹弹片击中
牺牲，时年30岁。

2015年8月29日，三峡大学西
校区高志航路上，抗日英烈高志航
塑像落成，塑像高4米，由3吨青铜
浇铸而成，基座高1.7米，为25吨三
峡原石。整个塑像庄严雄伟，头戴
飞行帽的高志航，一手叉腰，举目远
眺，仿佛正在观察云天之上的战况。

这是空中俯拍的祁连山（9月19日摄）。
10月29日，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揭牌，长期困扰祁

连山生态保护的跨地区、跨部门体制性问题至此终结。
自2015年起，新华社记者持续关注祁连山生态，目睹

由乱到治，也见证了沿线干部群众努力化生态之“危”为
转型之“机”。新体制下，祁连山生态有望真正打破“索
取、保护、再索取”的循环周期，锁定绿色发展之路。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有关负责人解读国有资产报告

祁连山的绿色回响祁连山的绿色回响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应朝鲜文化省邀请，文化和旅游部
部长雒树刚将率中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团于11月2日赴朝鲜访问。
访朝期间，中国文艺工作者们将为朝鲜人民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
并与朝鲜艺术家们开展联袂演出等友好交流活动。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银行高管

回应企业融资热点问题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李延霞 施歌）今年以来，一系列旨
在缓解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政策陆续出台。目前这些政
策效果如何？企业融资形势有哪些变化？在30日举办的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以及多家银行机构负责人对
此进行了回应。

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超30万亿元

“经过这一段的努力，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取得
了阶段性进展。”王兆星表示。

据他介绍，目前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余额已达30.4万亿元，增长
幅度还在不断上升。截至9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
8.9万亿元，同比增长19.8%，较各项贷款同比增速高7个百分点，有
贷款余额的户数超过1600万户，同比增加406万户。

贷款利率方面，18家主要商业银行三季度新发放的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6.23%，较一季度下降0.7个百分点。

据工行董事长易会满介绍，截至9月末，在工行有融资的民营
企业7.9万户，比年初增长11%，占全部融资企业客户的77%；融资
余额近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000多亿元；平均贷款利率5.2%。建
行董事长田国立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建行新增普惠金融贷款占建
行全部新增贷款的14%，趋势还在明显上升。

王兆星表示，银行保险机构要从发展战略、市场定位方面，把
民营经济、小微企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加大信贷倾斜力度，在新
增贷款当中不断提高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授信的比重。

此轮民企融资“难”在流动性压力

易会满表示，这一轮的民企融资难，主要不是难在民营企业经
营出现大面积实质性的变化，不是难在银行体系的断贷压贷，而是
难在流动性的压力。

“流动性压力主要是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渠道受阻，包括发债
困难、股权质押融资等带来的一些风险，使个别民营企业的存量融
资到期无法正常接续。实际上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余额是
增长的，授信也是保持基本稳定的。”他说。

他表示，造成部分民营企业流动性困难的原因，偏离主业、过度
融资、高杠杆是共性。“我们要发挥好财务顾问、投资银行的作用，发
挥专业优势为民营企业当好参谋，帮助企业理性经营，持续发展。”

对融资贵的问题，易会满认为，不是贵在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
的渠道，而是贵在各种新金融、类金融、民间融资等渠道，抬高了整
个企业的债务成本。

“这一轮的融资难融资贵，带有鲜明的阶段特征，要分清楚难
在哪里，贵在哪里，才能够分类施策、分类指导。”他说。

综合施策解决融资难题

“加强小微企业、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应该在金融需求和供给
两侧同时发力，综合施策。”王兆星表示，

他说，从需求侧来讲，银行应该筛选出切实有效的贷款需求，
选出产品有市场、技术有竞争力、经营管理好的企业。从供给侧来
讲，要下功夫增加有效供给。

他认为，一方面要增加金融供给者。既要充分发挥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规模大、覆盖广、管理先进等优势，同时也必须发展一些贴近
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小银行机构，共同形成一个更加活跃、适度竞
争、富有效率的市场。另一方面，既要依靠一些传统的手段、方法和
机制，同时也必须依托现代信息科技推进金融供给的持续创新。

他强调，缓解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既要靠政策
支持，也必须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在市场竞争中促进资源的有效配
置，通过市场检验成功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才有可能进一步真
正成长为更有竞争力的企业。

应对我国资本市场充满信心

针对近期我国资本市场的波动，王兆星表示，当前市场的波动
有多方面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世界经济、国内经济进入周期性
结构调整的阶段，国际周边市场同样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

他表示，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结构性去杠杆、持续巩固经济健康发展非常重要。最近国务院
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作出了一系列部
署，有关政策正在逐项落实当中。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出台了很多措施，随着这些措施
不断落地，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向高效
益、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资本市场一定能够实现健康发展，应该对
我国资本市场充满信心。”王兆星说。

他表示，强化制度建设、加强公司治理、提高市场透明度、完善
法制建设、加强对投资者保护等将是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下
一步重点。

中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团

将于11月2日赴朝鲜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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