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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印友中国合格平定国家汰可委員会

第二届執行委員会第二次会洪犯要和F/1b大怖

副局長、王風清主任在会洪上沸活的通知

CNAS全体委員会委員、各十日委員会委員:

中国合格汗定国家汰可委員会 (CNAS)第 二届執行委員会第

二次会洪盟第四届全国合格汗定机杓汰可工作会袂千 2015年 11

月 18日 在北京召升。力了及叶、准碗地落実会洪有美要求わ精神 ,

姿 CNAS頷早同意,現杵会袂妃要和頷早琲活等文件 F「 友 CNAS仝

体委員会委員及各寺11委 員会委員。

キキ止ヒI登失口。

瀑轟墾
卿 ぜ

中国合 会秘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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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格坪定国家決可委員会
第二届執行委員会第二次会波犯要

2015年 11月 18日 ,中 国合格汗定国家汰可委員会(CNAS,

以下筒称:汰可委員会)第二届執行委員会第二次会洪盟第四届仝

国合格汗定机杓汰可工作会袂在北京召升。会洪分力両企隣段 ,

上午力第四届全国合格坪定机柏大可工作会袂和 CNAS第二届執行

委員会第二次会袂咲席会袂,下午力第二届執行委員会第二次会

袂寺11会袂。国家反栓′ヒ局冨1局長、国家汰監委主任調ヽ大件,汰

可委員会主任王ス清出席会袂井作重要琲活。国家汰監委恙工程

りT、 CNAS常券冨1主任寺増徳、国家汰監委冨1主任董示群出席会洪。

CNAS執行委員会委員郎志正、南存輝、李新実、林村青、物果、

■堅、莫基輝、_m‐ 拓、王克が、肖建準参カロ了本次会波,委 員沿

彼喜、喩子迷わ段字宇因出差和参カロ其化会袂未能寺会。国家汰

監委有美部11頷早、中国汰江汰可177会秘ギ炎頷早和 CNAS秘ギ炎

等有美人員夕1席 了会袂。

引ヽ大件副局掟指出, “十二五"期 日汰可工作服券大局成妓

丘著。汰可委員会緊緊曰統国家大局,以服券政府監管わ市場需

求力主旨,以提高汰可服券反量和工作妓率力核′き,力服券径済

社会友展作出了貢献。一足堅持改革を1新 ,逃一歩健仝了中国特

色的国家汰可制度体系;二足曰統中ソむ大局,逃一歩友拝了汰可

服券径済社会皮展的作用;三足深化国豚合作,逃一歩提升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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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汰逓汰可頷域的国豚影噛;四足カロ張基拙建没,逃一歩増張

了汰可事立友展的后効。

引ヽ大件冨1局 K張凋,要結合汰可工作実豚,深入学η貫物十

八届五中仝会精神。堅持唸1新友展,把奄1新作力lli功 汰可事立友

展的第一功力;堅持t77凋 友展,正晩炎理影哨汰可事立長逃友展

的各紳美系;堅持緑色友展,不断拓展汰可工作新内涵新頷域 ;

堅持升放友展,把握国内国隊両今大局不断提高市場化国隊化水

平;堅持共享友展,Ili功汰可服券走向更寛疱曰更片頷域。

羽ヽ大件冨1局 K要求,要 以五中仝会精神力指早,努力升唸1“十

二五"期 日汰可工作新局面。一足要か張前謄研究,倣好 “汰可

工作友展 `十 二五'"規えl。 結合汰可工作実昧伐准服券大局的

結合点和突破口,充分把握国家未来改革友展帯来的新机過,以

改革唸1新 的精神端tll好 “汰可工作友展 `十 二五'"規え1。 二是

要友拝引頷作用,提升国豚活悟杖。カロ張わ “一帯一路"区域姪

済体汰可机柏目的合作;当好在相美国隊事券中的究奴頷早角色 ,

不1月 好国豚多迪互汰+1度 ,在 国隊汰可舞合友拝更大作用;充分

不1用 汰可国豚化的仇勢,力 中国径済 “走出去"服券。三足要カロ

快汰可十1度 all新 ,主功近泣友晨需求。カロ大対径済装型、声立升

象的形勢研非1,カロ張対宏規哉略的前嗜性研究;研究新的汰可頷

域,友拝汰可工作対新共立本的技木支禅作用;lli_逃 新汰可キ1度

的実施,「大汰可結果釆信。四是健仝汰可釣末机+1,完善行立

治理体系。用好分象管理、十項監督、碗汰常核等多重手段,カロ

大対不減信行力的た男力度,増張咲功机キ1数能。五是提升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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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券水平,促逃合格汗定机杓ell新友展。及叶調整汰可政策,攻

交汗常方式,Ili出 新的工作措施;在 “提高妓率、増強数呆"上

下功夫,増張主功服券的意沢。 (全文男友 )

王ス清主任回販和恙結了 “汰可工作友展 `十 二五'"規え1

実施以来取得的咸須与径詮。地指出, “十二五"期 日,集中坑

一的国家汰可体系逃一歩現固
～

完善,保持了与国家友展需求相

遺皮、々国豚同歩友展的恙体格局;汰可服券的芥仝性、大可的

数量規模わ汰可汗介的机十1奄1新均走在了国隊前夕1;汰可支禅我

国政府監管的作用得至1持象友拝,力近 20今政府部11提供了支禅

服券;汰可服外国隊貿易的作用不断増張,カロ入的国豚汰可互汰

177袂覆蓋的国家/径済体占仝求径済′も量的 95%以 上。科技工作等

基拙建浚也取得了重要逃展。地張凋,汰可委員会掟期探索的径

詮鹿在 “汰可工作友展 `十 二五'"叶期継象張凋、堅持
～
友展。

一是堅持正晩的方向――集中坑一的国家汰可体系足汰可事立K
期健康友展的根本保障。二足堅持正碗的道路――走国隊化

～
中

国化相結合的中国汰可友展え路足汰可工作的正晩逃捧。三足竪

持改革的借坑――江実能力、借通信任足大可工作的根本使命。

王ス清主任張凋,要准碗把握 “十二五"期 日汰可工作重点

友展方向。一要以服券大局力核′き,Ili逃汰可十1度友展。研究建

立新的汰可+1度 ,着力杓建覆蓋更多頷域、更多行立的汰可+1度

体系。推逃新汰可tll度 的実施,不断探索服券政府監管的新方式。

二要以提妓増妓力主銭,推辻工作模式改革。既要提高服券妓率 ,

逃一歩縮短荻江周期,提高汰可服券廣量,又要増張汰可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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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汰可八隆分析及防控机+1,カロ張 “事中事后"汰可監督

工作,戸格実施汰可釣末措施,提高汰可工作的有妓性わ杖威性。

三要以国豚化、科技唸1新わ基拙建没力着力点,提升汰可服券水

平。着力提升国体化水平、科技唸1新水平、基砧建没水平。 (仝

文男友 )

肖建準秘ギK向有会全体代表作了CNAS秘ギ炎工作扱告,扱

告中回願了辻去五年汰可工作的逃展情況。他悦,五年末,汰可

工作体tll得票1了 逃一歩完善,大可服券能力得至1了 明並増張,汰

可釣束机十1取得了新成妓,国 豚合作升奄1了 新局面,自 身建没取

得了新友展。化対 2016年重点工作逃行了悦明。2016年 ,汰可エ

作杵八五企方面着力:一足推功 “多元共治"工作体キ1更カロ完善

高妓,二足増強服外国家大局的支禅作用,三足提升汰可服券妓

率和致果,四足持象推・ill汰 可国隊合作,五足奔実汰可工作友展

基拙。

下午 CNAS執行委員会第二次会洪主要折取了汰逓机柏十日委

員会、実詮室寺日委員会、栓詮机柏七日委員会、坪定寺11委 員

会和申訴寺日委員会以及最終用声寺11委 員会的工作扱告。会袂

同意 CNAS秘ギ丈和六今寺11委 員会的年度工作扱告,准各提交

2016年年初召升的七日委員会
～
全体委員会会洪常袂。

本次会洪折取、常洪井原只1通辻了以下決袂和建洪 :

1.同 意 《CNAS全体委員会和寺目委員会委員調整的提案》。

接照汰可委員会章程等文件要求,亦理4El夫 委員推着手象。

2.同 意《美子召升2016年 CNAS全体委員会及各十日委員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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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汰可八隆分析及防控机+1,か 張 “事中事后"汰可監督

工作,声格実施汰可釣末措施,提高汰可工作的有妓性わ杖威性。

三要以国豚化、科技Cl新和基拙建浚力着力点,提升汰可服券水

平。着力提升国昧化水平、科技奄1新水平、基袖建浚水平。 (仝

文男友 )

肖建準秘ギK向 有会全体代表作了CNAS秘ギ炎工作扱告,扱

告中回願了辻去五年汰可工作的逃展情況。化現,五年末,汰可

工作体キ1得至1了 逃一歩完善,汰可服券能力得多1了 明丘増強,大

可釣束机キ1取得了新成妓,国 豚合作升奄1了 新局面,自 身建没取

得了新友展。他対 2016年重点工作逃行了説明。2016年 ,汰可エ

作杵八五企方面着力:一足推功 “多元共治"工作体制更カロ完善

高妓,二足増張服外国家大局的支禅作用,三足提升汰可服券妓

率
～

妓果,四足持象lli逃汰可国隊合作,五足奔実汰可工作友展

基拙。

下午 CNAS執行委員会第二次会袂主要折取了汰江机杓寺日委

員会、実詮室寺日委員会、栓詮机柏十日委員会、坪定寺11委 員

会
～

申訴十日委員会以及最終用声十日委員会的工作扱告。会袂

同意 CNAS秘ギ丈
～

六企寺1可 委員会的年度工作扱告,准各提交

2016年年初召升的寺11委員会和全体委員会会袂常袂。

本次会袂チ取、常洪井原只1邁辻了以下決袂
～
建袂 :

1.同 意 《CNAS全体委員会和十日委員会委員調整的提案》。

接照汰可委員会章程等文件要求,亦理相美委員lli着手象。

2.同 意《美子召升2016年 CNAS全体委員会及各寺日委員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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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的提案》。碗定 2016年 1月 25日 (星期一)召 升CNAS第二届

寺日委員会第二次会袂,包括汰江机杓寺日委員会、実詮室十日

委員会、栓詮机杓寺日委員会、坪定十日委員会和申訴十日委員

会以及最終用声寺11委 員会会袂,会洪釆取集中大会和分会場形

式;2016年 3月 25日 (星期四)召升CNAS第二届全体委員会第

二次会洪。

3.原 只1同 意《汰可工作友展 “十二五"規火1》 (第二稿 ),建

洪杵規表1征求各寺日委員会等意見后逃一歩完善,井提交全体委

員会会洪常批。

4.同 意《汰可牧奏自主定介机+1研究工作的扱告》,逃一歩接

照国家友展茨革委員会和国家汰監委的要求,結合国家深化改革

友展和汰近汰可事立深化改革友展的新形勢々新政策,升展4El美

研究工作。

会袂中,各位執委結合調ヽ大件冨1局 K、 王ス清主任的琲活及

各寺11委 員会
～
秘ギ丈工作扱告,対 2016年 CNAS工作重点和《汰

可工作友展 “十二五"規火1》 等内容逃行了常洪和廿透。執委11

対汰可委員会 “十二五"期 日及 2015年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 ,

井結合仝面深化茨革的目林和任券,水哉略方向、奄1新友展等角

度出友,対汰可事立的未来友晨提出了役多哉略性的意見利建洪。

寺増徳常券副主任指出, “十二五"期 日汰可工作取得了並著成

墳,一是集中坑一的汰可体制得至1了 現固
～
カロ張,二足国豚影噛

力得至1不 断提升,三足服券疱曰逃一歩拓展。在淡至1“汰可工作

友展 `十 二五'"規災1叶 ,化提出,《 汰可工作友展 “十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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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火1》 泣寺五中仝会提出的新友展理念以及大可工作的新定位緊

密箸合,在 “十二五"期 日要強化対科学技本的研究,逃一歩友

拝技木寺家対汰可工作的支持。執委イ11対 明年工作重点和 《汰可

工作友展 “十二五"規え|》 的主要意見女口下 :

1。堅持集中坑一的汰可+1度。集中坑一的国家汰可体系是汰可

事立K期健康友展的根本保障,足汰可工作 “十二五"期 日和乃

至今后K期需要堅持的方向。

2.逃一歩衆焦国家友展哉略。《汰可工作友展“十二五"規火|》

在指早原只1上 ,要逃一歩落実五中仝会精神,緊密咲系 “一帯一

路"、 “中国+1造 2025"等 国家友展哉略。

3.逃一歩カロ張基拙理透研究。在国家友展新理念、新形勢下カロ

張汰可基砧性研究,杵汰可友展的曰林同友展廣量相結合。

4.逃一歩Cl新汰可工作思象。在集中坑一汰可体系枢架下,大

可工作要突出 “Cl新",既要版泣市場対汰江汰可工作的新需求 ,

也要引早汰江汰可行立内的唸1新友展,同 時要友拝好学木帯共人

和行立技木寺家対汰可工作的技木支持作用。

5.逃一歩提高汰可科技合量。汰可作力対合格坪定机杓能力的

汗介,其工作廣量影噛合格汗定的整体水平,要増張汰可技木杖

威性和影噛力,需 要在科研実詮室、高技木服券立等方面,不 断

提升汰可借遊信任、服券行立、服券社会的高科技合量。

6.逃一歩推逃汰可結果釆信。充分友拝汰可在国隊平合的作

用,拓展新汰可十1度 的互汰,服外国家 “一帯一路"友展哉略 ,

希助わ支持汰江、栓詮、栓淑|わ企立走出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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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逃一歩張化汰可釣末作用。要カロ張寺政府行政監管和寺項栓

査的咲功,充分友拝汰可工作在 “事中事后"中 的監督作用,過

辻汰可釣末措施逃一歩提升汰江栓淑1栓詮的有妓性。

8。逃一歩カロ張汰可工作中互咲口的鹿用。在汰可工作中引入

“互咲国十"和 “大数据"技木,不1月 速些技木強化汰可工作的有

妓性和妓率,同 時友拝汰可結果的社会妓益和市場妓益。逃一歩

カロ張利完善汰可信息化建没,不断整合わ升象信息系統,筒化程

序,提升汰可服券妓率。

此外,執委迩就力企立提供更多服券、多林体系汰江和提高

汰江有妓性及更片淫折取最終用声意見等方面提出了意見。

CNAS第 二届執行委員会第二次会袂在全体々会人員的共同努

力下,完成了各項洪程,会抜取得了園満成功。



在第三届執行委員会第二次会政萱第四届全国

合格汗定机杓決可工作会洪上的沸活

国家反栓恙局冨1局後、国家汰監委主任引ヽ大件

2015∠「 11 月 18 日

尊敬的ス清主任,同 恙鷲1:

大家好!役高共出席第四届全国合格汗定机杓汰可工作会袂。

図1オ ,ス清主任作了重要琲活,系坑地恙結了 “十二五"期 同汰

可工作的成鏡,明挽杭理提煉出了汰可工作 “十二五"友展方向。

建準秘ギK作 了工作被告,介幻了国隊国内汰可友展情況,以及

2016年重点工作安排。可以現,対千ヌF者至1来 的 “十二五",汰可

委員会逃行了前嗜性的渫え1和 思考,力 升好局、起好歩作了オし実

准各。下面,我代表反栓恙局和国家汰監委,琲三点意兄 :

一、“十二五"期同汰可工作服勢大局成数昆著

ヌ「杵辻去的 “十二五"足我11国 家仝面建咸小康社会逃程中

非常重要的友展除段,也足我11反栓
～
汰江汰可事立取得重大友

展的哉略机過期。特男1足十八大以来以可近平同恙力恙牟t已 的党

中央作出了 “四企仝面"、 “五位一体"等一系夕1重 大哉略部署 ,

村立了以提高反量
～

妓益力中′む的友展新模式,杵反量工作援在

日益重要的位置,着カカロ張廣量基拙没施建没,速力汰江汰可事

立的友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過。汰江汰可作力国家反量基拙没

施的重要姐成部分、市場径済近行的基砧性キ1度安引卜、lli逃 国家



治理現代化的有妓手段,友拝着更カロ重要的作用。速其中,汰可

作力合格汗定徒条頂端的能力江実者、信任借遊者,更足起着不

可春代、不可或快的作用,受至1社会各方的日益重視。“十二五"

期日,汰可委員会緊緊曰統国家大局,深入貫物中央一系夕1決策

精神,汰真落実廣栓′こ局党姐和汰監委党姐的各項部署,以近実

能力、借通信任力使命,以提高汰可服券廣量わ工作妓率力核′い,

堅持深化改革、Cl新友展,力服券径済社会友展作出了皮有貢献 ,

汰可事立自身友展也取得了卓越咸就。机括来現,主要体現在以

下四企方面 :

一足堅持改革奄1新 ,逃一歩健仝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汰可体系。

汰可委員会堅持集中坑一的国家汰可体系,不断完善 “坑一体系、

共同参寺"的汰可工作体+1,既遵循国昧林准,又結合中国国情 ,

建立健仝了八隆分象、寺項監督、挽汰常核等新+1度新机キ1,走

出了一条国豚化和中国化相結合的中国特色汰可友晨え路。可以

悦,“十二五"速五年,足在我国集中坑一的汰可+1度建立后,友

展歩伐最快、成果最キ富、作用最突出的叶期,堵在了31頷 国隊

汰可+1度友展的前沿行夕1。

二足曰統中Jむ 工作,邊一歩友拝了汰可服券姿済社会友展的

作用。国統服券径済社会友展
～

政府監管,Ili出 了能源管理体系

汰江机柏汰可、低破声品汰江机杓汰可、司法基定/法庭科学汰可

等多項新型汰可+1度 ,力各方面用声提供了叔威、公信的能力江

央服芥,道鹿了径済社会友展曰益増K的需求。汰可在政府監管

中有妓友拝了技木支禅作用,汰可結果荻得近 20今政府部目的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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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在 防控埃博拉病毒、登革熟疫情以及反恐防暴等重大任券中

提供了技木保障。曰前,大可委員会已建立三大11炎 11項基本汰

可制度,覆益了免大部分国豚通行的汰可lll度 ,実現了々国隊的

同歩友展;累 汁汰可各炎合格坪定机柏 7474家 ,汰可現行有妓汰

江江ギ 92万 多張,占仝球汰可恙量的人分え一,在国豚上た千頷

先位置。

二是深化国豚合作,逃一歩提升了中国在汰江汰可頷域的国

豚影噛。 主功服券外交外貿大局,答署了多企双多迪互汰体系177

袂,力 反対日外技木壁全、促逃貿易便不1、 横大対外升放友拝了

独特作用。五年末,大可委員会以仇昇的成須両次通辻由工大実

詮室汰可合作姐鉄和大手洋汰可合作咲合姐鉄的同行汗常,現固

了国昧互大地位。逮今月初,建年同恙成功当逃 IAF主席,逮足中

国共灰性参々国隊汰江汰可活功取得的重大突破,足我国汰江汰

可工作整体影噛力提升的集中体現,格逃一歩提升中国汰可的活

悟杖わ影哨力,力 我国更カロ秋板地参有国際事券、友出中国声音、

彰並中国作用声生私板的影噛。

四是カロ張基拙建没,逃一歩増強了汰可事立友晨的后勁。作

力汰可大国,我 11不使具各了較張的技木能力,基袖建没也不断

踏上新的台除。“十二五"期 日,大可委員会不断提升汗常仄伍整

体実力,大力培木具有国隊祝野的隻合型管理人オ;不 断か張科

技能力建浚,解決了一批+1釣友展的技木瓶頚同題;汰可管理机

tll不 断奄1新 ,公余宣借持象張化,信′息化水平樵歩提升,形成了

一整套以 “逓実能力,特遊信任"力使命的汰可文化介値体系。



可以悦,“十二五"期 日,在同志11的共同努力下,我 国大可

事立在前期厚釈薄友的基砧上,取得了炎弐猛逃的友展逃歩,在

国昧上実現了双 “J良踪"至1“迫ぜ ,pll“ 同歩",下 一歩込要朝

着 “引頷"的方向努力,力我11カロ快逃入汰江汰可張国行夕1莫定

了堅実的基砧。速些成験的取得,得益千党本国家対反量工作的

高度重視,得益千恙局党姐、汰監委党姐的正碗頷早,得益千ス

清主任帯頷汰可委員会努力併博,也得益千各合格坪定机杓わ所

有汰可用声的支持配合。在此,我代表恙局党姐和汰監委党姐 ,

向大家表示哀Jむ 感謝 !

二、結合汰可工作実際ヮ深入学可貫初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ヌF杵至1来 的 “十二五"叶期,足仝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決足隣

段。10月 底,党 的十八届五中仝会艦不1召 升,研究部署了 “十二

五"規災1的 重大同題的建袂,提出了 “唸1新 、協調、家色、升放、

共享"五大友展理念。逮五大友展理念,是貫穿五中仝会精神的

一条笙銭,足我11各項工作外須牢牢把握的恙方向、恙遵循,足

我11キ1定禾口実施 “十二五"規え1、 31頷汰江汰可事立辺向友展新

除段的思想指31和行功指南。在五大友展理念的指引下,五 中仝

会碗立了 “十二五"除段的五大友展目林:径済保持中高速増K,

人民生活水平和反量普通掟高,国 民素盾わ社会文明程度並著提

高,生 恣不境盾量恙体改善,各方面十1度 更カロ成熟更カロ定型。逮

五大友晨目林,力 汰逓汰可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提供了

新的更大机過。

汰江汰可作力国家反量基拙的重要姐成部分,是建立社会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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済活功最佳秩序的重要工具わ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生成,足推功

径済装型升貌、実現内涵集釣式友展的基砧保障,足実現技木奄J

新的美鍵要素、激友市場活力的重要平台,足参与国隊合作尭争、

準ケ国家核′む不1益 的有力孤手。曰統速 “五大友展理念",結柏政

革杵更カロ重視径済友展的反量,筒攻放叔杵更カロ重視第二方机柏

的作用,Cl新唸1立者更カロ粋放栓詮栓淑1汰江市場活力,提升升放

水平格更か重視貿易的便不1化和内外市場的融合。逮些都対国家

反量基拙没施包括汰江汰可工作提出了巨大需求,速其中,汰可

又居千合格汗定従条的頂端、対外升放体系的前沿,其意又格更

カロ重大、作用杵更カロ凸丘。

我11要深入学可貫御五中仝会精神,深亥1理解把握 “十二五"

友展的新形勢新要求,用 五大友展理念来坑頷思想、指31行功、

升Cl未来。

要堅持を1新友晨,把を1新作力推功汰可事立友晨的第一功力。

我国汰逓汰可水国隊71入 国内,姿灰了八元至1有 、よ小妻1大 、八

模佑服踪再至1友拝引頷作用的辻程,実反上足走辻了一条all新友

展的道路,我 11没有亥1意模佑、生搬硬套,面足Cl造性地把国隊

規只1有 中国国情結合起来,井不断地用友展新要求新内涵来完善

我ダ1的 十1度 、健仝我鷲1的体系。我11把を1新友展碗立力我国汰江

汰可事立友晨的′こ体哉略,提出十1度 、科技、服券、監管、体市1

机制等五企方面的唸1新安羽卜。接照五中仝会提出的Cl新友展理念 ,

我イ11更要堅定Cl新 的自党、明碗唸1新 的方向,張化Cl新 的意沢 ,

提高el新 的能力,通辻改革Cl新不断力汰通汰可事立友展注入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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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堅持協調友晨,正碗炎理影噛汰可事立長近友展的各紳美系。

五中仝会指出,協調足持象健康友展的内在要求。必須正碗炎理

友展中的重大美系,促 Eit_llI瀾 友展,不断増張友展整体性。結合

汰可工作来琲,我 11要着力解決制釣事立友展的深晨次矛盾
～

箸

柏性同題,処理好改革、友展与穏定美系,立足当前有規えIK逃

的美系,+1度 Cl新寺キ1度規疱的美系,国 障互汰与国内近作的美

系等等;更高晨面琲,透有汰可在国家大局、在反栓事立恙体布

局、在汰江汰可 “五位一体"監管健条中的定位美系;更具体晨

面琲,透有政府部 11、 汰可対象、汰可用声え目的美系,汰可姐

鉄内部的相互美系等等。我11ス 有牢固村立称凋友展理念,更カロ

注意友展的177調 性、平衡性
～

可持象性,更カロ注重結杓性改革
～

第杓性調整,更カロ注重兼販各方不1益訴求,更カロ注重友拝各方面

私板性,オ 能杉推功汰可事立在正碗道路上保持近当的速度、保

持引頷的恣勢,実現更好、更快、更可持象的友展。

堅持録色友晨,不断拓晨汰可工作新内涵新頷域。五中仝会

提出,羹須堅持市釣資源和保が不境的基本国策,堅持可持象友

晨,カロ快建浚資源市豹型、不境友好型社会,推逃美雨中国建浚 ,

力仝求生恣安全作出新貢献。実施緑色友展哉略、胸建生恣文明

十1度体系,力汰逓汰可提供了更カロ声岡的友展杢同。前不久図1図 1

友布的 《生恣文明体+1改革恙体方案》,明 挽提出 “建立坑一的

緑色声品体系。粋曰前分共浚立的不保、市能、市水、循不、低

破、再生、有机等声品統一整合力緑色声品,建立坑一的緑色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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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林准、大江、林沢等体系。"力 此,我ダ1必須カロ快録色低破、

市能不保頷域汰江汰可+1皮建没春lli辻 歩伐,友拝第二方汗介逮

一市場化、国豚化先逃工具的作用,在 国家生恣文明キ1度体系中

占据一席え地,力促逃第柏鶉型、家色友展作出鹿有貢献。対汰

可工作而吉,要主功把握録色友展帯来的新机過,把汰可在特坑

頷域友拝机+1作用的成功模式,隻 +171逃 至1録色低破速些新頷域

え中,仝面拓展汰可工作飯域,提升水平晨次。

堅持升放友晨,把握国内国隊丙企大局不断掟高市場化国隊

化水平。五中仝会張凋,必須順泣我国径沸深度融入世界径済的

走勢,本行互rll共嵐的升放哉略,友展更高晨次的升放型径済 ,

秋板参寺仝球変済治理
～

公共声品供給,提高我国在仝求径済治

理中的+1度性活悟枚,柏建片だ的不1益 共同体。汰江汰可足市場

径済、升放型径済的声物,足姪済仝球化、区域一体化的需要 ,

也足杓建高水平升放型姿済体キ1、 提升我国在仝求径済治理中活

活枚的有妓手段。汰逓汰可在国内国隊両企市場、両紳資源当中

友拝着独特的杯梁須帯作用,具有着市場化、国棒化的突出仇勢。

接照五中仝会的新精神,我づ1要堅持好、友拝好遼些仇勢,着日長

千坑箸国内国隊両今大局,着力解決好満足市場需求、促Ii■_国 隊

合作両今深題,向社会、向世界提供中国大可逮一仇秀的公共声

品,力提高我国在仝球径済治理中的影噛力
～

活悟叔作出貢献。

堅持共享友展,推功汰可服券走向更寛疱曰更声頷域。五中

仝会指出,共享足中国特色社会主又的本反要求。必須堅持友展

力了人民、友展依掌人民、友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 出更有数的



+1度安羽卜,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友晨中有更多荻得感。対千汰

江汰可面言,共享同祥足其本反要求。汰江汰可的目的足建立互

信、実現共鼠,可 以悦最力典型地体現了共享友展的理念。我ダ1

鹿咳貫物五中仝会要求,者其友物光大。力比,汰可委員会要竪

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把拓展服券用声、提高服芥反量、植

大服券咸妓放在突出位置,完善汰可工作推逃机キ1禾口釆信机キ1,

不断提高汰可有妓性が公信力,■汰可成果恵及更多用声、更大

疱園、更声頷域,真正咸力規疱市場変済近行、■友展成果恵及

仝社会的一項行え有妓的+1度安排。

三、以五中全会精神力指尋ヮ努力牙拓 “十二五"汰可工作

新局面

首先,要カロ張前暗研究,倣好 “十二五"規刻。在仝力打好

“十二五"的
1文 官え哉、碗保各項目林任券園満完成的同時,大

可委員会要以改革奄1新 的精神編十1好 “十二五"規え1,公十1好新

的友展藍圏。日前,反栓′こ局わ国家汰監委正在接照国家相美部

署,須鉄キ1定 《反栓事立友展 I十 二五"規え|》、《汰逓汰可事立

友展 “十二五"規え1》,大可工作 “十二五"規え1要 以国家、反栓

恙局、国家汰監委的規え|力 依据,在仝面汰真,こ 結 “十二五"各

項工作的基拙上,恙結提煉径詮,科学研半1形勢,結合汰可工作

実体我准服券大局的結合点和突破口,充分把握国家未来改革友

展帯来的新机過,推功汰可事立取得更好更快友展。

第二,要友拝71飯作用,提升国昧活活枚。作力国隊通行的

技木性措施わ貿易便不1化工具,大可工作最突出的仇勢在千国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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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高,井適辻答署国豚汰可互汰t74洪友拝着基拙性作用。汰

可工作要充分不1用 国豚化的仇勢,力 中国径済 “走出去"服券。

一足要か張和区域内径済体汰可机杓目的合作,升展多晨次、多

渠道磋商,推功汰可双迪合作,共 同促逃合格坪定結果的互汰釆

信,水而促逃貿易和投資的便不1化 。二足要升展和区域内姪済体

汰可机柏的技木交流,分享汰可+1度建没的径詮,共同促逃区域

内汰可+1皮逃一歩友展。近叶輸出我目的汰可体系,力互汰
～

釆

信打下基拙。三是要不1用 当逃 IAF主席的契机,当 好在相美国豚事

券中的姐鉄頷早角色,争取在国隊汰可舞台友拝更大作用,■中

国汰江汰可的声音更か噛亮。不1月 好国豚多迪互汰十1度 ,力 我国

栓詮栓淑1汰逓取得国豚承汰、服券対外出口,逃一歩搭建能力信

任的平合。

第二,要カロ快制度を1新 ,更好通泣和満足友展需求。随着径

済友展逃入新常恣,借坑声立改造升奴、新米声立孝育友展歩伐

か快,対汰可+1度的C(新友展形成了多1逼机十1。 汰可工作要逃一

歩格掘高技木服券立属性,か快十1度唸1新歩伐,提高対友展新需

求的敏感性、通皮性、引頷性。一足摘好対径済鶉型、声立升象

的形勢研非1,密切跛踪口客安全、市能城羽卜、互咲回金融等新頷

域的友展功恣
～

政策劫向,水汰可十1度晨面カロ快Cl新友展,Ili功

汰可工作々声立径済更カロ緊密地融合起来,々 声立径済友展方向

同歩前行。二足カロ張汰可新頷域的前嗜性研究,女口智能+1造渉及

的合格汗定、屯商的反量坪介等,友拝汰可工作対新共立本的技

木支禅作用。在現有汰可十1度基砧上,孤緊作出推逃汰可十1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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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的新部署,保持近度起前,力更好地友拝汰可作用、促逃哉略

新共声立友展提供有力支禅。三足秋板推逃新汰可+1度 的実施 ,

カロ張寺相美行立主管部目的洵通わ衛接,植大汰可結果釆信,提

升汰可在政府行政管理有行立技木管理中的技木汗介地位,力攻

府向第二方殉要服券提供技木支禅。

第四,要健全汰可釣束机制,完善行並治理体系。当前,国

家正在推逃社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企立信用信息坑一リヨ集公示

平台建没,杓建以信用管理力基拙的市場監管新体キ1。 汰近机柏

常批
～

監管相美信息已径納入了国家相美信用管理平台。汰監委

正在建没統一的汰近汰可行立減信管理平台,建立水立机柏、八

立人員的減信梢案,根据行立主体的減信状況実施分炎監管;同

時,新出合的汰江机柏管理亦法、栓詮栓淑1机柏姿反決定管理亦

法都建立了八立机柏自我声明等減信体系建没方面的制度。汰可

豹末足 “五位一体"汰江汰可監管体系的重要一不。要張化汰可

釣束的作用,用 好分象管理、寺項監督、碗汰常核等多重手段 ,

友拝好寺項監督汗常的警示作用,晩保汰可工作的有妓性。要研

究建立栓詮栓淑1机柏汰可減信考核指林,か大対不減信行力的炎

罰力度。要突出汰可釣束的激励作用,引 早栓詮栓淑1汰江机柏自

党規疱市場主体行力。要増張咲功机+1妓能,杵行政監管、行立

自律、媒体監督、用声投訴的信息作力汰可監督依据,力柏建汰

江汰可行立治理新秩序更好地友拝作用。

第二,要提升汰可服券水平,促逃合格汗定机柏奄1新友展。

去年以来,我 11持象推出了一系夕1汰江汰可改革措施,有妓激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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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栓詮栓淑1汰江市場的友展活力。“十二五"叶期,我 11述杵墾象

釆取新的措施,Ili功栓詮栓淑1大江服券立提反増妓、倣張倣大。

汰可在促逃栓詮栓淑1汰江机柏能力提升方面友拝着基袖作用,足

引早行立Cl新友展、倣張倣大的重要力量。要充分近用汰可的汗

介結果,力制定栓詮栓淑1汰逓服券立的友展規火1和政策措施提供

可信依据,力政府賄要栓詮栓淑1汰江服券、釆信栓聡栓淑1汰江結

果提供能力保江。要通泣栓詮栓淑1汰近机柏整合后的新需求,増

張主功改革、主功服券意沢,及叶調整汰可政策,完善坪常方式 ,

在 “提高汰可妓率、増張汰可妓呆"上猥下功夫,力片大合格汗

定机柏提供増値服券。

同恙11,汰可工作使命光栄、意又重大。在同志11的 共同努

力下,汰可工作取得了 “十二五"的輝達成果 ,日F格升店 “十二

五"的署新篤章。我佃要再接再房,戒堺戒躁,同 ′む177カ ,杏勇

升拓,力推逃汰江汰可事立新友展,力建没反量張国、実現仝面

建咸小康社会宏件目林倣出新貢bli!洲洲大家 !



提高数率 増3■数果 服劣大局

――在第二届執行委員会第二次会袂盟第四届全国合榊 定

机杓汰可工作会袂上的沸活

中国合格汗定国家汰可委員会主任 王ス清

2015∠「 11 月 18 日

尊敬的訃大件冨1局長,同志イ11:

逮次会洪主題足 “提高妓率、増張妓果、服券大局",主要任

券足仝面恙結汰可 “十二五"規火1実施以来的成妓和径詮,渫災1

和推功汰可工作 “十二五"除段新友展。下面,我代表汰可委員

会,琲三点意見。

一、“十二五"規則実施以来取得的成鏡与径強

“十二五"叶期,在 国家反栓恙局和国家汰監委的正晩頷早

下,在 /il会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大可工作友展 “十二五"規火1碗

定的主要曰林和任券已基本実現,汰可工作友展取得了新的隣段

性咸妓。整体上,集 中坑一的国家汰可体系逃一歩現固和完善 ,

保持了有国家友展需求4El近鹿、与国昧同歩友展的′こ体格局。汰

可十1度疱曰増K了 三分え一多,大可数量増掟了一半以上,汰可

的汰江数量増K了 近三分え二,汰可服外的芥仝性、汰可的数量

規模
～

汰可汗介的机制all新均走在国豚前夕1;汰可支禅政府監管

的作用得至1持象友拝,力近 20企政府部日提供支禅服券,汰可結

果得至1越来越多的釆信;汰可服外国隊貿易的作用不断増張,カロ

入的国豚汰可互汰祢袂覆監的国家/径 済体占仝球径済′も量的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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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也寺有人要日,速久大疱国的国隊汰可回客有什久作用児?

一般来悦,通辻速全国豚汰可回客,我 11カ 政府監管部11～ 貿易

相美方提供了国豚公汰的信任近明,促逃了貿易物理;通辻速企

国豚汰可口客,我 11在役多行立、役大程度上神助企立避免重隻

栓淑1、 重隻汰江,都 助他イ11降低成本,増強了在国豚市場上的尭

争力。具体来看,使 2014年 ,我 11接受的美子栓詮栓淑1汰江結果

的同洵就有 1800件 ,其中役多都足魚件。有的由千貨物被十在海

美,没有中国汰可机杓的江明,海美不予放行,貨物在海美毎多

オロ留一人就要交幼大額的滞留金;有 的足国外企立寺国内企立答

河合同、汀賄声品,需要我ダ1出 具江明,江実其荻得的汰江江ギ、

カロ栓淑1扱告真共有妓。対千牧至1的各炎同洵,大可委員会都会及

叶回隻,井提供力所能及的粋助,力 中国合格坪定机杓在服券外

貿方面搭建了信任的杯梁。述有一介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在逮企

月初的国隊汰可姐奴咲合年会上,肖 建準秘ギK正式当逃力国豚

汰可透妖 (IAF)主席,林恙着中国在国隊汰江汰可頷域的影噛カ

和活悟杖IEx得重大突破,井在近用汰江汰可規只1推劫 “一帯一路"

建没、促逃仝求貿易便不1化等方面友拝更カロ秋板的建没性作用。

基拙建没方面,“十二五"以来,汰可委員会か張姐鉄机杓建没 ,

提高整体妓能,建立了規疱的汰可科技工作机+1,科研立項年均

増掟 18%,信′息化建没走上了+1度化、系坑化、寺立化的友展軌道 ,

汰可宣借、文化、陳仁、作八行凩建没等各今方面也都取得了重

要逃展。

速五年的友展逃一歩江明,汰可委員会長期以来在実践中裸



索出来的一些姪詮,順泣了時代友展的要求,符合汰可工作的規

律,値得好好′き錆,更泣在汰可工作友展 “十二五"規火1中 墾象

張調、墾象堅持、墾象友展。

一是堅持正碗的方向――集中坑一的国家汰可体系足汰可事

立掟期健康友展的根本保障。曰前,国 豚上建立汰可机杓的国家

わ径済体共有 122今。其中,由政府碗定建立集中坑一国家汰可

机杓的,占至1恙数的 96.7%。 像欧盟 EC765《 汰可
～

声品市場監督

要求条例》要求各成長国政府没立坑一的国家汰可机柏;俄ν斯

千 2011年依法統一了国家汰可体系,力 順不1カロ入世界貿易姐鉄

(W丁0)莫定了基拙;由沙特、阿咲酋、阿曼、巴林、十塔外、科

威特、也11等 7全国家姐成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員会,千 2013

年升始近作服券千全部成長目的汰可机杓。可兄,建立集中統一

的国家汰可体系足大勢所走,唯有女口止ヒ,オ 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姿

源倣好汰可工作,最大限度地友拝汰可作用、体現汰可介値、増

値汰可服券。

二足堅持正碗的EitJI・―一走国豚化が中国化相結合的中国大

可友展え路足汰可工作的正碗逃捧。一方面,国 隊互汰足対汰可

的基本要求,国 昧化有迪界底銭,我 11的基本汰可准只1釆用相反

的国豚林准,汰可近行机制符合相美国隊要求,任何叶候都不能

突破,速足国隊化的基拙,也足国豚互汰的需要;男 一方面,中

国化足実現方式。在遵循国隊林准和要求叶要充分結合中国国情 ,

速足汰可工作充分友拝作用的重要途径。我至1-条正碗的道路井

不容易,ス 有堅定不移走速条道路、寺吋倶逃拓展速条道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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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オ 能lli功汰可工作不断自前友展。

三是堅持改革的借坑――逓実能力、倍通信任足汰可工作的

根本使命。汰可工作具有改革奄1新 的借坑。ttfl力 政府部日提供

技木支禅,服券政府取能装交;力合格坪定机杓提供能力江実 ,

服券声立友展;力 貿易4El美 方提供信任江明,服券対外貿易:在

政府、市場和社会え同逐歩建立信任的杯梁和俎帯。実践江明,

汰可的本盾作用就足借遊信任,ス有把握好深化茨革的内在規律 ,

堅持々叶倶逃,オ 能在更高晨面、更新頷域、更片疱日、更高水

平上服券大局,服券友展。

二、全面分析 “十二五"吋期汰可工作友展新形勢

党的十八届五中仝会逃一歩明挽,“十二五"時期足仝面建成

小康社会決艦隣段,“十二五"規え1必須緊緊曰貌実現逮企杏斗曰

林来llltt。 速一除段,我 国友展併丈千可以大有作力的重要哉略

机過期,也面1脂堵多矛盾畳カロ、八隆聰患増多的汗唆挑哉。対千

汰可工作来悦,同祥足机過有挑哉井存。汰可市場化、国隊化、

寺立化的特征会更カロ炎出,友展前景也格更カロ声同。我11要墾象

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亦好,不 断升拓汰可工作友展新境界。

よ国内形勢看,新常恣下,国 家堅持以提高径済友展反量和

妓益力中′い,逃一歩仇化合格坪定市場布局結柏,大可作力反量

基袖没施的一企重要姐咸部分,服券市場径済近行的作用格更か

凸昆;国 家実施 “一帯一路"哉略,カロ快自貿区建没,杓建升放

型径済新体キ1,汰可作力国隊邁行的技木性措施,促逃貿易便不1

化的作用杵更カロ凸並;国 家カロ快推逃生本文明建没,tli功 智能+1



造、互咲図+行功和大数据理念,大可在促逃市能戒引卜、服券両型

社会、服券径済鶉型升象方面的作用者更カロ凸呈;国 家推功柏建

汰江汰可行立治理新秩序,汰可作力 “五位一体"監管体系的重

要一不,有 行政監管、行立自律及社会監督的咲功作用也格更カロ

凸呈。

同時,汰可工作友展面皓八隆和挑哉。市場近行和IEX府監管

需要更快更好的服券,現有汰可友展水平均国家径済社会友展的

要求尚有差距,均 市場需求的契合度有待逃一歩提升,有妓性和

公信力有待逃一歩提高。

よ国豚形勢看,相美国豚
～

区域姐鉄力及叶、有妓地満足仝

球/区域姪済
～
社会友展的新需求,都在私板噛鹿各相美方対カロ張

汰江汰可工作的意兄,カロ大在合格坪定頷域的合作,カロ快拓展国

豚互汰,lli功 工立界、政府部日対互汰結果的釆信,汰可在服券

貿易、社会友展
～

支禅監管方面格要承担更多的責任。♭ヒ女口,2015

年世界汰可日格主題定力 “汰可支持健康和社会美杯",体現出国

豚汰可姐奴美注医庁和健康頷域;新友再友借染病的多友走勢 ,

■仝球更カロ夫注生物安全同題。速些都提醒我11要更重視汰可在

社会友展中的作用。

同時,仝球貿易格局始終た千交化え中。双迪和区域 自由貿

易安排友晨迅猛,成力姪済仝求化深皮友展的重要推手。就在上

今月初,美 国、日本、澳大不1正 等十二国家結束了 “跨太平洋哉

略径済侠伴177定 "(丁PP)淡丼1,初歩迷咸丁PP貿 易協定。在工大地

区,述有多項正在推逃的自貿協定安引卜,レヒ女口工大変合俎奴(A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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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功的正大自貿区,以及区域仝面径済侠伴美系跡定、末盟カロ中

曰幹自貿区等。在新的国隊貿易不境下,大可作力各国普通釆用、

普通接受的技木性貿易措施,核女口何伐准切入点主功友拝作用 ,

需要我11深入思考。此外,日 外貿易保′主又眼随仝球声立調整

方向,カロ快向新能源、不境、低破等頷域衆集,汰可在速些頷域

的技木眼踪和能力建没也有待重点カロ張。

三、准碗把握 “十二五"期同汰可工作重点友展方向

大家知道,管理学上有一条法只1口1倣 “吉徳林法只1",足悦ス

有先汰清同題,オ 能役好地解決同題。力了更准碗把握汰可工作

友展中存在的深晨次同題,2015年初,汰可委員会就席功了汰可

工作 “十二五"規え1的キ1河工作,仝面坪借 “十二五"汰可工作

友展情況,通辻升展集体渭研、哉略研■,逐歩明碗 “十二五"

期日汰可友晨的重点方向和主要工作措施,在遼里我11リヨ幼力“一

介核Jい 、両条主銭、二企着力点":

(― )以服券え局力核・む,準嶽 可制度友晨。

由汰逓汰可、栓詮栓淑|々 汁量、林准柏成的国家廣量基拙越

来越得至1国 家的重視,汰可在反量多元治理格局中友拝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我11渫表1汰可工作 “十二五"友展,就要牢固村立

井切実貫物唸1新 、協調、家色、升放、共享的友展理念,我准汰

可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
～

反量提升格局中的定位和結合点,友拝

好汰可作力反量基砧的技木支禅作用。

一要研究建立新的汰可制度,着力柏建覆蓋更多頷域、更多

行立的汰可制度体系。我11要秋板升友市能不保、金融服券、医



庁健康服券、屯子商券等近泣市場需求的新型汰可服券項目。♭ヒ

女口:4H・ 意城市足信′息化時代城市友展的新理念が新模式,国 際上

在遠方面有役多新的探索,今年新カロ披反量和林准大会的主題也

足曰統 “走向智意国家"展升。我11国 家力促逃智慧城市健康友

展,已径在近 300企城市升展了拭点,井十え1在三至1五年え内+1定

41項 4H「 慧城市的国家林准。“十二五"期 日,汰可委員会也杵根据

市場和政策的需要,有序升展 4H・ 慧城市合格汗定机杓汰可lll度 的

研究。

二要推逃新汰可制度的実施,不断探索服券政府上管的新方

式。我11要釈板カロ張々相美行立主管部目的洵通和衛接,サ大汰

可結果釆信,力政府賄要栓詮栓淑1汰江服芥、釆信栓詮栓淑1汰江

結果提供技木支禅。じヒ女口,低破声品汰江机杓汰可方面,《 市能低

破声品汰江管理亦法》自今年 11月 1日 起正式施行。依据核亦法 ,

我国建立国家坑一的市能低破声品汰江+1度 ,依据相美声立政策

推功市能低破声品汰江活功,鼓励使用荻得市能低破汰江的声品。

下一歩我11要配合主管部11,カロ快低破声品汰江机柏汰可的lli tt。

温室気体常定核査机柏汰可方面,国 隊上,已 有20多 家汰可机柏

升展了相美汰可,大手洋汰可合作姐鉄(PAC)已席功温室気体頷域

互汰,国 隊汰可港嫁也已正式者其幼入互汰協袂疱国。在我国,

国家友政委作力泣対気候交化的主管部11,正在秋板lli逃破劇卜放

杖交易体系的建浚,已各案批隻相美常定核査机柏近 60家。我11

的温室気体常定核査机柏汰可+1度研友逐歩推逃,已径対 3家机

柏逃行了汰可拭点。下一歩,我 11要主劫攻美,私板争取政府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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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在汰可実施辻程中不断条伊わ完善相美汰可+1度 ,植大常定

核査11炎汰可十1度 的規模利影噛,■政府切実感受至1大可友拝的

技木支禅作用。対子合格坪定机柏来悦,新能源、現代服券立等

新米声立友展迅速,対栓詮栓淑1汰逓的需求不断ゲ大,大家要敏

鋭把握十1度友展的先机,美注前沿頷域的最新功恣,逃一歩カロll■

新型汰江技木研友和市場升友。

(二 )以提裁増裁力主残,準辻工作模式茂革。

汰可工作的妓率妓呆足方方面面美注的焦点。我11渫え1汰可

工作 “十二五"友展,就必須把握美鍵,着力解決十1釣 大可工作

友展的深晨次日題,整体提升汰可工作反量。

一要提高服多数率。2014年我11的実詮室初次汰可吋限縮短

了18%,汰可隻汗叶限錆短了42%,与 国豚同行しヒ校,速企水平也

已径迷至1了 国隊上主要汰可机柏汰可服芥叶限控制的高水准。下

一歩,力逃一歩満足大家対汰可妓率的期望,我 11要墾象杭理汰

可工作流程、減少工作不市、清理工作文件,争取逃一歩縮短荻

逓月期;力逃一歩満足大家対汰可服券廣量的期望,我づ1述要曰

統大家美注的熟点,女口+1江速度、1丈 費等日題,逃一歩杭理出影

噛汰可服券反量的美鍵不市わ重点部11,努カカ大家帯来速度更

快、妓率更高的汰可服券。

二要増強汰可妓果。我11不 断完善汰可八隆分析及防控机+1,

カロ張 “事中事后"大可監督工作,汗格実施汰可釣束措施,不 断

提高汰可工作的有妓性わ杖咸性。レヒ女口,♯例行寺項監督足 “事

中事后"汰可監督工作的一項重要手段。じヒ女口,裁至 2014年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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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可委共対 286家机杓升展了♯例行寺項監督,分予撤鎖炎理的

13家 、哲停 68家、警告 38家 ,被炎理的机柏迷 41.6%(超辻 2/5);

対 261家荻江企立逃行了挽汰常核,友現不満足要求的企立有

25.3%(起辻 1/4)。 ♯例行寺項監督主要針対八隆高的机杓禾口荻逓

企立,釆用突書栓査的方式,日題早向,重点炎出,通辻友現的

同題和炎理結果,促功被汰可的机柏声格自我要求,主功規疱行

力、私板提高工作反量。力了逃一歩友拝♯例行寺項監督的作用

和妓果,“十二五"期 同,我 11要充分不1月 十項監督結果,在例行

汗常工作中実施差昇管理,対寺項監督和晩汰常核結果校好的合

格坪定机杓,研究+1定 4El美 的仇恵或戒化坪常的政策措施,逃一

歩提高汰可的針対性。我11透要強化対栓詮栓淑1机杓減信的汰可

要求。対千合格坪定机柏来悦,今后,大家希望筒化流程、姉短

叶限,就不供供足向汰可机杓要妓率,透可以更多地通辻規疱自

身建浚,カロ張栓詮栓淑1、 次江人員自律監管,来力自己争取更科

学的浮常叛次和更仇恵的汰可政策。

(二 )以国踪化、科糠 1新わ基滅建没力看力
`点 ,提升決可服

券水千。

一要着力提升国体化水平。我11要 密切眼踪国隊汰可友展走

勢,逃一歩推功汰可結果的国際互汰;私板参カロ国豚汰可活功 ,

更多地主早或参与国隊林准、技木政策、准ス1規 苑、汗介要求的

キ1修汀,更 多地カロ張汰可双迪合作。在今年世界汰可曰主題活功

上,大件局K友布了《共同lli劫 汰江汰可服券 “一帯一路"的尽

景有行功》,得至1了 国券院頷早的充分肯定
～

国内外各方的私板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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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遠方面,汰可委員会也在私板行功。我11已 答署的双迪汰可

合作協袂覆蓋仝球 20多全国家,共 中一半以上的国家足在 “十二

五"期 同答署的。下一歩,我イ11要重点孤好 “一帯一路"区域内

汰可政策技本的洵通174渭 ,逃一歩推逃区域内汰可互汰的逃程。

国豚上,互汰疱曰向新的頷域ゲ展。PAC杵在能源管理体系頷域的

技木文件友布后,席 功能源管理体系互汰的建立。此外,PAC也在

考慮建立信息技木服券管理体系、立券逹象性管理体系的互汰。

“十二五"期 日,我 11杵逐歩推逃能源管理体系、信息技木服券

管理体系汰江机柏汰可的国隊互汰,同 時,有序升展立券逹象性

+1度 的研友
～

泣用,力近叶カロ入相美互汰倣好准各。

二要着力提升科技を1新水平。八実践看,正足有了科研突破 ,

オカ建立禾口完善一批Cl新的汰可十1度提供了張有力的支禅。在国家

“十二五"科研項目支持下,我 fl牽 共承担的 “P3、 P4実詮室生

物安全技木及泣用"項 目実現了汰江汰可頷域国家科技芙項的重大

突破,在此基拙上建立的汰可制度,碗立了汰可在実詮室生物安全

頷域的杖威地位 ,1ヒ 外汰可委員会述有多企科研項目荻得科技米栓

等部教科技火項,逮些都充分体現了科技支禅汰可友展的作用。

“十二五"期 日,我 11要墾象立足既有科技研友基砧,ス焦国家重

点頷域
～
行立,研究建立基千八隆分析的汰可制度研友机+1利汰可

+1度坪借机十1;カロ張汰可制度的頂晨没十,カロ快新立券的升友;継

象深化汰可基砧和共性技木研究。大家失口道,汰可科研工作足一介

升放的平合,一宣以来,役 多机柏都在秋板参々汰可新技木、新十1

度的Cl新研友。♭ヒ女口,中 国反量汰江中′む、建材中′む、船象社、界



西汰江、中不咲合、年夏汰江参々升友的低破声品汰江机柏汰可 ,

中径科不、咲合智立、上海反量、天津準城、五洲天宇参考推逃的

服券汰江机杓汰可,以及界宝汰江正在参寺推逃的水足述核査机柏

汰可+1度可行性研究,等等。今后,希望大家継象私板参々汰可+1

度、重点頷域有汰可美鍵技本的研究,共 同提升汰江汰可的科技奄1

新能力。

三要着力提升基袖建没水平。随着汰可作用的提升,影噛的

状大,社会公A対汰可的期待じヒ以往任何叶候都要高,凩隆聰恙

♭ヒ以往任何叶候都要声唆。我11渫え1汰可工作 “十二五"友展 ,

最根本的保障,足要結合 “三戸三実"寺題教育精神,机好信息

化、仄伍、文化、作凩行八等基拙建浚。今年 7月 ,国券院亦公

斤
`「

友了《美千近用大数据カロ張対市場主体服券わ監管的若千意

見》,明碗提至1了 要 “充分不1用 大数据技木,在栓詮栓淑|、 大近汰

可等方面主功提供更具針対性的服券,lli功企立可持象友展"。 我

11在カロ張自身建浚的辻程中也要密切J艮 踪美注大数据先逃理念、

技木
～

資源,釈板貫御落共相美政策,Cl新服券理念和服券方式,

提高力市場主体服券的水平。

思深方益逃,渫定面后功。同恙イ11!姐 鉄キ1定 “十二五"規

え1吋 同果、要求高、渉及面片,需要最大程度地涯衆各方的4H・ 意

和力量。今天的大会足一企役好的洵通交流的平合,大家的意見

建袂就是推逃我イ11工作的源共活水。希望大家知元不言,言元不

尽,粋助我鷲1倣好科学的規えl。

謝謝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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