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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
危，是我们党从历史兴替中得出
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治党治国
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

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
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
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
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
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
性、颠覆性错误。”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
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的千秋伟
业，着眼百年大党的使命担当，深
入阐述了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
挑战要一以贯之的重大问题，具体
而深刻地分析了我们所面临的各
种风险挑战。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彰显深沉的忧患意识，体现高远的
战略视野，为全党同志上了居安思

危的重要一课。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告
诫全党要树立底线思维，多次用
“木桶原理”警示全党既要善于补
齐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总书
记的这些告诫和警示，其根本含
义就在于，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
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
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
全局性风险。近代以后，中华民族
复兴进程曾多次被打断，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警示。古人讲，
“天下之祸不生于逆，生于顺”。今
天，我们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
成就和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
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如果

处理不好、处理不当都会对我国发
展进程产生重大冲击和干扰。“绝
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我们
必须有这样的底线思维，不断增强
忧患意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
仗，充分做好防范和化解各种重大
风险的各项准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
发展既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也面
临不少风险挑战。有外部风险，也
有内部风险，有一般风险，也有重
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从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自然灾害等方面列
举了诸多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风险的预判
力与把控力。预判风险所在是防
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
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面对波谲
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
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全党同志务必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的要求，“既要有防范风
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
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
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
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
动战”，切实提高我们防范化解各
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见兔顾犬、亡羊补牢，是为下
策；积谷防饥、曲突徙薪，方为上
策。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1·5”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底线思
维，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
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
结果，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
范风险挑战，我们就一定能从容
应对挑战、赢得战略主动，引领承
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
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7日电）

人民日报 1月 8日评论员文章

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

1月 6日袁游客在渤海大连夏家河子海域的海冰上游玩遥 受持续降温影响袁渤海大连北部海域海冰范围扩大袁在北风和潮汐
的作用下袁大量海冰涌上岸边袁形成奇特的极地冰原景观遥 新华社发

1月 6日袁捕鱼人在内蒙古杭锦后旗鸿雁湖湖面上冬捕遥 寒冬时节袁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鸿雁湖进入冬季捕鱼
季袁湖面上呈现出一派野人欢鱼跃冶的丰收景象遥 新华社发

人欢鱼跃冬捕忙

渤海大连北部海域现极地冰原景观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7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
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随着我国城市化

进程明显加快，城市人口、功能和规
模不断扩大，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
区域布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材料、
新能源、新工艺广泛应用，新产业、新
业态、新领域大量涌现，城市运行系
统日益复杂，安全风险不断增大。一

些城市安全基础薄弱，安全管理水平
与现代化城市发展要求不适应、不协
调的问题比较突出。近年来，一些城

市甚至大型城市相继发生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重大损失，暴露出城市安全管
理存在不少漏洞和短板。

为强化城市运行安全保障，有
效防范事故发生，《意见》就推进城
市安全发展提出如下指导思想：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
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强化
安全红线意识，推进安全生产领域
改革发展，切实把安全发展作为城

市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落实完善
城市运行管理及相关方面的安全生
产责任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安全社会治理
格局，促进建立以安全生产为基础
的综合性、全方位、系统化的城市安
全发展体系，全面提高城市安全保
障水平，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
大安全事故发生，为人民群众营造
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生产生活环
境。

《意见》要求坚持四个基本原
则：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坚持
立足长效、依法治理；坚持系统建
设、过程管控；坚持统筹推动、综合

施策。《意见》提出总体目标是，到
2020年，城市安全发展取得明显进
展，建成一批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相适应的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在深入推进示范创建的基础上，到
2035年，城市安全发展体系更加完
善，安全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建成与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
安全发展城市。持续推进形成系统
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加
快建成以中心城区为基础，带动周
边、辐射县乡、惠及民生的安全发展
型城市，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提供坚实稳固的安全保障。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 员 月 苑 日电
苑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外
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 圆园员苑
年 员圆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猿员猿怨怨 亿美元，较 圆园员苑 年初上升
员圆怨源亿美元，升幅为 源援猿豫。

数据显示，员圆 月末，外汇储
备规模较 员员 月末上升 圆园苑 亿美
元，升幅为 园援远远豫，连续第十一
个月出现回升。国家外汇管理
局表示，圆园员苑 年 员圆 月，我国跨
境资金流动和境内外主体交易
行为进一步趋于稳定和平衡。
国际金融市场总体小幅波动，
主要非美元货币汇率上涨和资产
价格上升，推动外汇储备规模出
现上升。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
亚轩认为，我国拥有超过 猿 万亿
美元的外汇储备存量规模，在没
有其他减项的情况下，每个月超
过百亿美元的投资收益是正常
的。圆园员苑 年，随着人民币汇率弹
性增加，外汇市场的自主性不断
增强，个人和企业对外汇认识更
加理性，央行得以减少对外汇市
场干预。因此，比较此前两年而
言，外储得以持续平稳增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全球经济持续回暖带来
外需增长、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
开放、市场预期不断改善的背景
下，未来我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储
备规模将保持平衡稳定。

“圆园员愿 年，人民币汇率的波
动会加大，汇率价格更多地体现
了市场自身的供需情况，但市场
主体不会因此产生恐慌，这样会
减少央行动用外储对市场进行干
预，因此，圆园员愿 年我国外汇储备
有望延续目前的平稳小幅增长的
态势。”谢亚轩表示。

2017年我国外汇储备
增长 1294亿美元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7 日电
记者 7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6
日 20 时许，巴 拿马籍油船
“SANCHI”轮与香港籍散货船
“CF CRYSTAL”轮在长江口以东
约 160海里处发生碰撞。事故造
成油船“SANCHI”轮全船失火，
船舶右倾，船上 32名船员失联；
散货船“CF CRYSTAL”轮有破
损，不危及船舶安全，船上 21
名船员已被安全救起。

截至 7日 9时，海事执法船
“海巡 01”以及专业救助船“东
海救 101”“东海救 117”已抵
达现场，“中国海警 31240”船、
3 艘专业清污船以及大马力拖轮
正赶往现场，上海市消防局已派
出消防专家随船前往。经中国海

上搜救中心协调，韩国海洋警察
厅已派出 1艘海警船和 1架固定
翼 飞 机 救 援 。 目 前 ， 油 船
“SANCHI”轮处于漂浮状态，仍
在燃烧，海面上有油污，搜救行
动正在紧张进行中。

据了解，巴拿马籍油船
“SANCHI”轮隶属伊朗光辉海运
有限公司，船长 274米，载凝析
油约 13.6 万吨，由伊朗驶往韩
国，船上 32 人，其中伊朗籍 30
人，孟加拉国籍 2 人，目前处于
失联状态；香港籍散货船“CF
CRYSTAL”轮隶属浙江温岭长
峰海运有限公司，船长 225 米，
载粮食 6.4 万吨，由美国驶往中
国广东，船上 21 人，全部为中
国籍。

据新华社卢萨卡 员 月 苑日电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 远 日发布公
告，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
赞比亚。

公告说，近期赞比亚霍乱疫情
日趋严重，首都卢萨卡市为主要疫
区，疫情范围已扩展至中央省和铜
带省等多个省市和地区，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警告，目前赞比亚的霍乱
疫情已处于暴发流行期并成为公共
卫生事件。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提醒
中国公民密切关注赞比亚霍乱
疫情的发展，近期谨慎前往赞
比亚。如赴赞，需提前服用霍
乱疫苗。

去年 员园月以来，中国驻赞比
亚大使馆已多次发布霍乱安全提
醒，请在赞中国公民高度重视，
加强防范措施，减少在外用餐，
饮用开水或瓶装水，避免前往疫
情严重地区，以防感染。

据新华社首尔 员 月 苑 日电
韩国统一部 苑日表示，朝方当天
向韩方通报了参加韩朝高级别会
谈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前一天，
韩国政府已向朝方通报韩方代表
团成员名单。

据韩国媒体援引统一部官员
的消息说，参加韩朝高级别会谈
的朝方代表团团长为朝鲜祖国和
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此
外，朝方代表团成员还包括祖国
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体育
省副相、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部
长、民族奥林匹克组织委员会委
员等 源人。

韩方派出的代表团团长为统
一部长官赵明均。此外，代表团

成员还包括统一部次官、文化体

育观光部第二次官、国务总理室
审议官、平昌冬奥会及冬残奥会
组委会企划事务次长等 源人。

韩国政府 圆 日向朝方提议 怨
日在板门店举行韩朝高级别会
谈，就朝方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
会、南北关系改善等共同关心的
问题进行讨论。韩国统一部 缘日
确认，朝鲜同意 怨日在板门店韩
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韩朝高
级别会谈。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年
员月 员日在发表新年贺词时表示，
朝鲜有意派遣代表团参加即将举
行的平昌冬奥会，北南当局可以
就此进行紧急会谈。

据新华社利雅得 员 月 远日电
沙特阿拉伯检察机关 远 日发表声
明说，王宫卫队日前逮捕了 员员
名在首都利雅得聚众抗议的王
室成员。

声明说，这 员员 人日前聚集
在利雅得省政府门前，要求萨勒
曼国王取消停止为王室成员支付
水电费的命令。他们还为一名王
子的家人索要经济补偿，这名王
子已因杀害平民被判死刑。这 员员
人因拒绝离开而被王宫卫队逮
捕，关押在利雅得一座监狱中等

待审判。
声明还说，萨勒曼国王多次

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若
违反法律和法规，任何人都将受
到惩罚。

这是在两个多月内沙特第
二次大规模逮捕王室成员。
圆园员苑 年 员员 月 源 日，萨勒曼国王
宣布成立以王储穆罕默德为主
席的最高反腐委员会，以打击
贪污腐败和侵吞国家财产行为，
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 圆园园 多人
被捕。

据新华社伦敦 员 月 远 日电
据此间媒体报道，英国议会环境审
查委员会的多名成员日前建议
政府，向使用一次性纸杯的消
费者征税，以便纸杯的回收和
再利用，减少资源浪费。这项
税收被人们用拿铁咖啡的名字
命名为“拿铁税”

按照其建议，每个纸杯应征
收 圆缘 便士 (约合 圆援圆 元人民币 )
的税款。

环境审查委员会主席玛丽·克
雷表示，英国每年消耗 圆缘亿个一
次性纸杯，连起来相当于绕地球
缘圈半。然而“几乎没有一个纸
杯被回收再利用”。

倡导征收“拿铁税”的议员
认为，一次性纸杯制造商应当缴
纳更多税金。他们希望到 圆园圆猿
年实现所有纸杯得以再利用的目
标，否则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禁

止使用一次性纸杯。
鉴于环境审查委员会对“拿

铁税”的建议，英国星巴克计划
从下月开始在伦敦 圆园家至 圆缘家
门店试行对一次性咖啡杯收费，
数额为 缘便士（约合 园.源源元人民
币），准备试行 猿个月。

据悉，星巴克将把收取的费
用捐给环保机构 匀怎遭遭怎遭，并表示
将公开试行收费结果，然后再据
此采取下一步措施。

东海海域两船碰撞起火
交通运输部正全力组织施救

我使馆提醒中国公民
近期谨慎前往赞比亚

韩国统一部：韩朝高级别会谈
双方代表名单已确定

沙特逮捕 11名
聚众抗议的王室成员

英议员提议征“拿铁税”
星巴克先行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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