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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 2019 年部分节
假日安排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经国务院批准，现将2019年
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
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
日期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元旦：2018年12月30日至
2019年1月1日放假调休，共3天。

2018年12月29日（星期六）上班。
二、春节：2月4日至10日放

假调休，共 7 天。2 月 2 日（星期
六）、2月3日（星期日）上班。

三、清明节：4月5日放假，与
周末连休。

四、劳动节：5月1日放假。
五、端午节：6月7日放假，与

周末连休。
六、中秋节：9 月 13 日放假，

与周末连休。

七、国庆节：10月1日至7日
放假调休，共7天。9月29日（星
期日）、10月12日（星期六）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部
门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
卫等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
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
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
日假期。

国务院办公厅
2018年12月4日

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公布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
者朱超）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日就
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拘
押一事答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向加
拿大和美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要
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
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据报道，加拿大政府
拘押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
晚舟女士，中国驻加拿大使馆
发言人已就此发表谈话。中方
是否在北京召见了加拿大驻华
大使提出交涉？

耿爽表示，中方获悉相关
情况后，第一时间向当事人提
供领事协助，并向加方、美方
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对方立即
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立即释
放被拘押人员，切实保障当事
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新华社济南12月6日电（记
者邵琨）张自忠是从山东临清唐
园村走出的著名抗日爱国将领。
他年少时弃学从戎，自1914年至
1940年的20多年里，多次临危受
命，奋勇杀敌，最终战死沙场，以
身殉国，为后世所敬仰。

张自忠，字荩忱，1891 出生
于山东临清唐园村（现为临清市
唐园镇唐园村）。6 岁入私塾，后
随父至江苏，14岁因父亲去世随
母亲归乡。1908年入临清高等小
学堂读书，1911年考入天津北洋
法政学堂，同年底秘密加入同盟
会。1912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
校，投身于山东的革命运动中。

1914 年，张自忠投笔从戎，
投奔奉天省新民县新民屯陆军
20 师 39 旅 87 团团长车震。车震
欣赏张自忠不怕吃苦、意志坚
韧，且有同乡之谊，1917年9月把
他介绍给冯玉祥。张自忠颇受冯
玉祥赏识，1921年升任冯玉祥卫
队团第 3 营营长，1924 年升任学
兵团团长，1925年1月升任第15
混成旅旅长。

1927年，冯玉祥率西北军参
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
军总司令，张自忠升任第28师师
长兼第 2 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
无论练兵还是做事，他都非常勤
奋认真，以身作则，身先士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北
军被改编成第29军，张自忠任38
师师长，承担长城防务。1933 年
日军进逼长城一线，他任喜峰口

第 29 军前线总指挥，奋勇击退
日军，守住了阵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
抗日战争爆发，张自忠先后任第
59 军军长、第 33 集团军总司令
兼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他
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
四战随枣，所向披靡。1938 年 3
月，日军进犯台儿庄，张自忠奉
命率第 59 军增援，为台儿庄大
捷赢得了时间。

张自忠曾亲笔写信告谕官
兵：“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
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1940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
军15万精锐部队在枣阳、襄阳、
宜昌等地进行枣宜会战。张自忠
亲自率领部队与日军决战。日军
以飞机和大炮轰击鄂北南瓜店，
张自忠派自己的卫队前去增援。
一颗炮弹突然在指挥所附近爆
炸，弹片炸伤了张自忠的右肩，
紧接着一颗流弹又击穿他的左
臂，鲜血染红了军装。张自忠强
撑着给第5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
一份报告，并告诉副官：“我力战
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
无愧。”

张自忠此时已两处负伤，正
在包扎第二处伤时，敌弹又洞穿
了他的前胸。他说：“我不行了。
你们快走！”这时，有数名日本兵
搜索而来，张自忠就势抓住敌
枪，一跃而起，还未站稳，就被日
军猛刺一刀。

张自忠牺牲时身中 7 弹。这

位年仅 49 岁的抗日爱国将领的
牺牲，令全国悲悼。5月23日，他
的灵柩由10万民众护送，在宜昌
上船、送到重庆，葬在北碚的梅花
山。遗体转运途中，各地群众冒着
被敌机侵袭的危险，自发前往迎
送，表达对英烈的缅怀和敬仰。

8 月 15 日，延安各界人士
1000 余人为张自忠举行隆重的
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分别送了“尽忠报国”“取义成
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时期牺
牲在疆场上的唯一一位集团军
总司令。将军虽已长逝，但英风
浩气与世长存。

新一轮社保改革大幕开启新一轮社保改革大幕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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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回应华为首席财务官被拘押：

澄清理由并立即释放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
者于文静）水利部总规划师汪安
南说，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在2013年和2014年通水后，累计
向受水区供水220亿立方米，很大
程度改变了京津等北方地区供水
结构，降低了受水区水资源开发
利用率，产生了重要生态效益。

汪安南是6日在国新办举行
的介绍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有关
情况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大家能够明显感受到，城市
水质发生了明显变化，丹江口水
库的水是一级水，水质非常好。另
外，它的水补充后，可以缓解华北

地区特别是海河流域过度开发水
资源带来的生态问题。”汪安南
说，工程还在河道生态补水、河道
修复、结合治污等方面，改善整个
区域的生态环境，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华北地下水超采是公众关
注的问题。他表示，9月13日，南
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向河北省滹
沱河、滏阳河、南拒马河等3条河
流重点河段提闸放水，正式启动
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河湖
地下水回补试点，截至 11 月 30
日，累计补水4.4亿立方米。

对于媒体提到的工程运营

和山东段水质问题，汪安南表
示，从东线运行约5年、中线约4
年的时间看，调水规模逐年增
加，运营越来越向原定方向实
现，未来经济效益或比预期要
好。同时，由于东线是利用现有
的历史上形成的河湖水系，水质
波动是正常且在可控范围之内。

汪安南表示，下一步，水利部
将把工程管理好、维护好、运营好、
调度好，充分发挥现有工程的效
益，同时将着眼于国家水安全战
略，持续推进东中线二期和西线工
程的前期论证。要经过科学、慎重
的决策，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

南水北调工程取得重要生态效益

张自忠张自忠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班
娟娟）改革开放 40 年来，作为民生领
域最大关切之一的社会保障不断改
革、发展和完善。目前我国已建立起
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基本
实现全面参保。与此同时，养老、医疗
等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向深水区挺进，
四梁八柱制度基本成型。

站在新起点上，新一轮社保改革
大幕已开启。《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
社保领域关键改革新施工图已经展
开，多场重头戏蓄势待演。下一步将
加快形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
社保基金，提高统筹层次。近期还将
抓紧调整基本保险费率，推动出台长
护险在内的系列顶层文件，为解决居
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打牢制度基础。

构建世界最大社保网构建世界最大社保网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保领域

改制度、扩范围、提待遇、强服务，逐步
建立起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的社会保
障安全网。

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已达到9.26亿人，医疗
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3.5亿人，社保卡
持卡人数达11.5亿人。已经建成世界
上最大的养老保障网络（参保率90%）
和健康保障网络（参保率95%）。

社保待遇也在不断提升。企业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自 2005 年到 2018
年连续14年上调，居民医保财政补助
标准从 2007 年的人均 40 元增长到
2018年的490元。大病保险实现城乡
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全覆盖，政策范围
内费用报销比例超过50%。

随着一次次重大改革深入推进，
四梁八柱制度基本成型。养老保险制
度方面，1991 年，国务院就养老保险
问题第一次作出重大决策，明确基本
养老保险费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
共同负担。1995年，确立社会统筹与
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模
式。2014年，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吹响合并号角。2015
年，国务院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与
企业一致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
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终结了养老

“双轨制”。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方面，1998

年，职工医疗费用由国家和单位包揽
转向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
2007年，国务院正式开展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试点。2016年，全面整合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两项制度。“回顾我国医疗保障制度
20 年发展历程，是一个从无到有、全
面建立、整合完善的过程。”国家医保
局待遇保障司司长王芳琳表示，我国
保基本、全覆盖、守底线、多层次的医
疗保障体系初步形成。

“我国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
户相结合的制度框架，为国际社会保
障方案设计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
国智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
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关博表示。

关键领域改革再啃硬骨头关键领域改革再啃硬骨头
在社保领域改革中，养老和医疗

改革无疑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今年
以来，相关改革加快向深水区挺进。

备受关注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迈出关键一步。2018 年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今年将深化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中央调剂制度。7月1日，养老保
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正式实施。

“此前由于统筹层次较低，导致
地区间养老保险基金存在失衡现象。
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实行是
提高统筹层次的第一步。”中国社科
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
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根据相关部署，我国将于 2020 年实
现省级统筹，这是提高统筹层次的
第二步。在一定条件具备的情况
下，就可以迈向第三步，实现全国
统筹，这将是一个具有非凡意义的
实质性改革。

医改方面，5月31日，国家医疗
保障局的正式挂牌成为重大标志性事
件。“国家医保局整合了原来分散于
人社、卫健、发改、民政等部门的相
关职能，进一步理顺了医疗保障制度
在‘三医联动’中的定位和基本功
能。”关博说。

社保基金的扩容也摆在了重要议
程上。“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达到7.73万亿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权益增加到1.83万亿元，应对老龄化
的基金储备更加充裕。”人社部副部
长张义珍介绍说。

不过，社保基金收支压力仍不容
忽视。今年以来，国资划转社保步伐
不断加快。财政部、国资委等部门于
今年年初制定并下发了试点方案，选
取若干省市和 3 家央企作为首批试
点。目前3家试点企业已经划转了国
有资本200多亿元。有关部门已经着
手研究第二批划转企业名单，未来还
将加大划转力度。

“改革要啃的硬骨头很多，无论
是医疗还是养老领域，都要提高统筹
层次，加快城乡统筹，提升报销水
平，加强费用控制，建立多元保障机
制。”中国社科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陈秋霖对记者表示。

多场重头戏将渐次落地多场重头戏将渐次落地
改革开放 40 周年，新一轮社保

改革大幕即将开启，多场重头戏将渐
次落地。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将加快
形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统筹
层次、扩大社保基金、降低社保费
率，尽快出台包括长护险在内的系列
顶层文件。

张义珍介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将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加大财政投入，推动基金市场
化、多元化、专业化投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业和收
入分配司司长李亢指出，当前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挑战和压力，主
要体现在人群之间的公平性、制度之
间的衔接性、制度总体的可持续性
上。“尤其是基本保险占比偏高、统
筹层次偏低，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
改革。”

李亢还透露，做好社保费征缴体
制改革后基本保险费率调整工作是近
期工作重点，要有序推进、统筹设
计。“进一步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水
平，将以社保减负为重点，降低企业
用工成本，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结构和
效率。”关博说。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表示，
下一步将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研
究提出继续降低社保费率具体办法的
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降低养
老保险费率具体方案。

在郑秉文看来，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费率下降仍有较大空间。据测算，
如果税务部门征缴能够做实基数，下
调空间或将达到9个百分点，从28%
下降到19%。

“未来养老领域改革的重点一是
融资端，提高可持续性，二是服务端，
提高服务水平。医改方面则要加快推
进公立医院改革。”郑秉文说。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还将大有所为。据王芳琳透露，
2016 年起我国开始研究探索长期护
理保险，目前计划通过试点，力争3到
5年出台建立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文件，并全面推进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