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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6 日就俄罗斯发生煤矿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克麦罗沃州别洛沃市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沉痛的

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就俄罗斯发生煤矿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6 日宣布：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1 月 29 日

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中非合作

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将出席中非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第四个宪法宣传周即将到来。 中

宣部、 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发布

通知， 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组织

对习近平法治思想重大意义、核

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

践要求的学习， 更加自觉用习近

平法治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

近日，由中宣部、中央依法

治国办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法治

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 通知

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纲要》

作为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干部培训、党员学习的

重要内容；各级法治工作部门要

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好本系统党

员干部的学习，不断提高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

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

对风险的能力。

根据有关安排， 下一步要把

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宪法、 模范遵

守宪法作为全社会树立宪法意识

的重中之重， 深入组织开展习近

平法治思想系列宣讲和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培训活动。

同时， 做好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铸牢广

大青年成长成才的法治思想基

础， 积极投身新时代全面依法治

国实践，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

征程中贡献青春力量。

通知强调， 要通过广泛的学

习宣传阐释工作， 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

信” 、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开

创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6 日发表《新

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

白皮书全文约 21000字，除前

言、结束语外，共包括四个部分，分

别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不断拓展新时代中非各领域

合作、 坚定不移巩固相互支持、奋

力开创中非关系新局面。

白皮书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是发展中

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相似的历史

遭遇、 共同的历史使命把中国和

非洲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非从来

就是命运共同体。 发展同非洲国

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

重要基石， 也是中国长期坚定的

战略选择。

白皮书说，进入新时代，习近

平主席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

念和正确义利观， 为新时代对非

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

本遵循。 2015 年和 2018 年，中非

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和北京

峰会先后成功举办， 引领中非合

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习近

平主席在北京峰会上同非洲领导

人一致决定，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 深入推进中非共

建“一带一路” 合作，在中非关系

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白皮书说， 中非双方高度信

任，中非友谊坚如磐石。中国致力

于不断巩固中非政治互信， 深化

各领域务实合作， 为非洲和平与

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

对非合作一直走在国际对非合作

的前列。经过几十年辛勤浇灌，中

非合作枝繁叶茂， 成长为参天大

树，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

白皮书说，中非友好关系经历

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考验，双方在关

乎彼此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

大问题上始终坚定地站在一起。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中

非携手应对，中非友谊得到新的升

华。 中非人民凝聚团结之力，能够

战胜艰难险阻，铸就美好未来。

白皮书说，当前，全球治理体

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国

际力量对比深度调整。 站在历史

的又一个十字路口， 中非更加需

要巩固伙伴关系， 构建新时代中

非命运共同体。 双方将坚定不移

深化传统友好， 坚定不移推进互

利合作，坚定不移维护共同利益，

继续发挥中非合作论坛引领作

用，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走实走

深， 不断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 更广领域

发展， 共同创造中非合作更加美

好的明天。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

两部门发布通知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

中老铁路计划

下月建成通车

中老铁路是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

战略对接项目。 其中，老挝段北起

老中边境口岸磨丁，南至老挝首都

万象， 全长 400 多公里。 工程于

2016 年 12 月全面开工，计划 2021

年 12 月建成通车。

图为 11 月 22 日在老挝拍摄

的中老铁路万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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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在 26 日于北

京首钢园举行的北京冬残奥会倒

计时 100 天新闻吹风会上， 相关

负责人表示， 我国已经实现冬残

奥会大项参赛全覆盖， 冬残奥会

期间将有九千余名志愿者参与服

务， 而在残奥会筹办过程中也将

做好人性化服务。

中国残联体育部副主任勇志

军介绍说，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申办成功以前， 冬残奥 6 大项

目中我国仅开展了残奥越野滑雪

和轮椅冰壶 2 个大项。经过努力，

全国冬残奥运动员由原来不足

50 人发展到近千人，冬残奥项目

由 2 个大项拓展到 6 个大项，实

现了冬残奥会大项参赛全覆盖。

目前我国冬残奥 6 个大项的 5 支

队伍、 总共 115 名残疾人运动员

正紧张备战冬残奥会。

为保障残疾人享有高水平的

参赛观赛体验， 北京冬奥组委在

57 个业务领域中提出残疾人的

特殊需求。 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

部部长杨金奎表示，目前，冬残奥

会 5 个竞赛场馆和 3 个冬残奥村

无障碍设施建设已与场馆主体工

程一起同步完工， 共有九千余名

志愿者服务于北京冬残奥会，其

中包括 19 名残疾人志愿者。

上周末， 新建成的北京冬奥

村（冬残奥村）开展了全流程运

行测试。 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

部长沈千帆介绍说， 冬残奥方面

的测试工作达到了预期的测试效

果， 比如，13 名轮椅使用者参加

了消防演练， 在有序指引下乘坐

消防电梯撤到安全区； 轮椅使用

者也对公交场站无障碍站台进行

了实地测试， 最终确定了便于轮

椅运动员使用的最佳方案。

“这次测试，还发现了一些

要继续改善的地方。 比如硬件方

面， 广场区景观坡道作为轮椅坡

道， 需保证足够的行走安全照明

和警示提示措施； 运动员餐厅洗

手池水龙头距离前沿过远等。 这

些都是接下 来需 要 完善 的工

作。 ” 沈千帆说。

冬残奥会疫情防控也充分考

虑特殊需求。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

服务部公共卫生处副处长王全意

举例说，冬奥防疫手册通常强调避

免大声呼喊， 但对于某些残奥项

目，教练需要以这种方式与视力障

碍运动员进行交流， 这是允许的，

但是也需佩戴口罩、保持距离。 再

比如，对于听力障碍人士，如需依

靠唇读或面部表情进行交流，可暂

时摘下口罩，但也要保持距离。

冬残奥会期间，将有大量肢体

和视力残疾运动员参加残奥高山

滑雪比赛。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

中心常务副主任张素枝表示，筹办

工作注重专业服务，比如在医疗卫

生方面， 组建由 18家医疗机构和

单位的 119 人组成的冬残奥高山

滑雪医疗保障团队，同时进行残奥

救援培训和演练，并配备残奥运动

员需求多的医疗药品。

我国实现

冬残奥大项参赛全覆盖

近期，全球通胀压力上升。与

之相比， 我国物价总体运行在合

理区间， 但部分民生商品和日用

消费品价格有所上涨。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全球

通胀压力持续将对我国物价走势

产生哪些影响？ 我国能否保持物

价平稳运行？

国内物价能否保持平稳运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 月

份 ， 全国居民 消 费价 格指 数

（CPI）同比上涨 1.5%，涨幅虽比

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 但仍低

于宏观调控预期目标， 消费市场

供需基本平稳。

近期， 全球不少地方物价水

平明显上行，如 10 月份美国 CPI

涨幅创近 31 年新高、欧元区追平

历史最高水平， 部分经济体已表

现出不同程度的通胀现象。

“本轮全球通胀根源是以美

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

的宽松财政货币政策， 以及疫情

防控失序等引发的供应链紊乱问

题。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

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立坤说。

此外， 全球能源供需失衡矛

盾进一步加剧。 欧洲天然气价格

一度暴涨 10 倍，原油价格攀升至

每桶 80 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全

球通胀水平。

我国积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有力维护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同时，坚

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科学把握政

策力度、 节奏和重点， 坚决不搞

“大水漫灌” 式的强刺激，确保重

要民生商品和基础能源供应充

足、价格平稳，成为全球物价的重

要“稳定器” 。

业内人士分析，宽松政策、供

给瓶颈等影响可能持续， 预计全

球通胀压力还将维持一段时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前

也警告，全球通胀上行风险加剧，

通胀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通胀风险偏向上行，会给

我国物价运行带来一定输入性压

力，但当前我国总供求基本平衡，

货币供应量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

匹配， 保持物价总体平稳运行具

有坚实基础。 ” 王立坤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

势室主任郭丽岩分析， 随着跨周

期宏观调控各项举措精准到位，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持续

释放， 经济工作协调性进一步增

强， 国民经济供需循环、 产业循

环、市场循环进一步畅通，稳定物

价总水平的基础将更加牢靠。

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能不能

保持基本稳定？

猪肉 24.18 元一公斤、 活鲫

鱼 20.33 元一公斤、 青椒 7.21 元

一公斤、菜花 7.29 元一公斤……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1 月 12 日

至 19 日全国多数农产品批发价

格环比小幅上涨。

业内人士分析，主要受汛情、

季节性消费因素影响， 加之大宗

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压力传导至部

分日用消费品， 物价涨幅有所扩

大，但从长期来看，我国重要民生

商品供应充足，保供稳价底气足。

物价走势主要受供求影响。

从当前供给基本面看， 粮食、蔬

菜、猪肉等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

格不存在大幅上涨基础。

“地里有货 ” ———夏粮和早

稻均实现增产， 秋粮丰收已成定

局； 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3 亿

亩，同比增加 400 万亩；新生仔猪

数量每月保持在 3000 万头以上，

预计今年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

上市肥猪量还会明显增长。

“库中有货 ” ———当前粮食

库存总量处于历史高位， 小麦库

存可以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

求；36 个大中城市主城区及市场

易波动地区成品粮油库存保障能

力达 15 天以上；各级冻猪肉储备

能够满足城区常住人口 10 天左

右的消费量。

“从运输配送看，尽管当前已

经进入冬季， 部分地区出现降雪

天气，局部地区疫情散发，但我国

产销衔接、道路运输、终端配送都

十分畅通， 不用担心因运送不畅

导致供应不稳、 价格上涨等问

题。 ” 郭丽岩说。

记者了解到，随着各项保供稳

价措施落实到位，以及秋冬蔬菜茬

口转换逐步完成，加之近期天气晴

好、气温回升，叶类菜上市加快，蔬

菜价格已出现回落，其中前期涨幅

较大的鲜嫩蔬菜价格降幅明显。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会不会向

其他日用消费品传导？

与“菜篮子” 价格温和上涨

不同，工业生产者价格持续走高。

10 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13.5%。 今

年以来我国 PPI 涨幅持续扩大。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带来的输入性影响以及国内煤

炭、 金属等部分行业供给偏紧，

PPI 涨幅有所扩大。 ” 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受此影响， 家装等多个行业

近期出现价格上涨， 显示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压力正向部分终端消

费品传导。业内人士普遍预计，10

月 PPI 同比涨幅很可能已达到年

内最高值。

针对前期煤炭价格大幅上涨

问题， 有关部门正大力推进煤炭

等大宗商品保供稳价， 全国煤炭

产量和市场供应量持续增加，电

厂和港口存煤加快提升， 动力煤

期现货价格大幅回落。

截至目前， 郑商所动力煤期

货主力合约价格、秦皇岛港 5500

大卡动力煤现货平仓价、 晋陕蒙

主产区煤矿坑口价均出现不同程

度下跌。

受煤炭价格大幅下降带动，近

期钢材、铝、玻璃、纸浆、甲醇及煤

化工产品等价格也大幅回落，部分

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明显缓解。

强化供需双向调节， 组织多

批次国家储备投放； 加强市场监

管，遏制过度投机炒作；做好预期

管理， 研究和适时出台部分惠企

政策到期后的接续政策……我国

有丰富的政策工具应对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大幅上涨， 并已取得部

分成效和经验， 这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向其他

日用消费品传导。

虽然还有部分大宗商品和原

材料价格仍在高位运行， 但因产

业链条长、市场竞争激烈，传导影

响逐步衰减， 终端消费品价格变

化较为有限。 “从近期涨价的一

些消费品看， 大多数企业自行消

化了部分涨价压力， 终端产品涨

价幅度并不大， 不必过度担心原

材料价格传导影响。 ” 郭丽岩说。

展望今年后期和明年， 我国

居民消费领域商品和服务供给充

裕，尤其是粮油、肉蛋奶、新鲜蔬

果等重要民生商品， 以及煤炭等

基础能源供应总量充足， 能够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

物价水平总体将继续保持平稳运

行态势。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全球通胀压力下，我国物价走势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