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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
市场煤价还处于高位 将继续引导煤价下行
新华社石家庄 11月 21日电（记
者 姜琳）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
良 21日在“2018年度全国煤炭交易
会”
上表示，
目前，
市场煤价还处于相对
高位，
政府相关部门将继续通过综合措
施，
引导煤价下行并处于合理区间。
连维良指出，今年以来，煤炭市
场供需保持总体平衡。但受诸多因
素影响，特别是历史积累的违法违规
问题制约了产能释放，局部地区出现
煤炭供应偏紧、价格波动的情况。随
着优质产能释放、加大运输等措施的
落实，煤炭的产量、运量和库存量明

显增加。
“从全局看，
供需总体是平衡的。
”
连维良说，
“当前，煤价在向合理区间
下行。这既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结果，也是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的结果，更是煤炭和下一步相关
产业健康发展共同期待的结果。
”
部分市场人士担心，持续加大煤
炭优质产能释放会不会出现新的产能
过剩。对此，
连维良表示，
增减挂钩指
标交易、最高最低库存制度等一系列
长效机制的建立，能够有效防范产能
过剩，
防范煤价跌出合理区间下限。

他认为，2018年煤炭供应总体是
充裕的，这是煤价处于合理区间的基
础。目前全国煤炭总规模 52亿吨左
右，扣除基建和技改煤矿，有效产能
在 40亿吨以上，加上明年新出产量
和一定数量的净进口，实现供需总体
平衡是有保障的。
“市场千变万化，价格波动是常
态。我们必须尊重市场规律，但也应
该并有能力通过构建市场机制有效、
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行
业运行机制，引导煤价回到合理区
间，避免大起大落。
”
连维良说。

我国煤炭去产能任务
或将提前完成
新华社石家庄 11月 21日电（记
者 姜琳）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
维良 21日表示，今年年底，全国煤矿
数量将从 2015年的 1.
08万处进一步
减少到 7000处左右。我国煤炭去产
能任务有望在 2018年基本完成，或
有可能提前完成。
《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
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要求，在
近年来淘汰落后煤炭产能的基础上，
从 2016年开始，用 3至 5年的时间，
再退出产能 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 5
亿吨左右。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
落后产能加快出清。截止到目前，我
国钢铁、煤炭去产能 2017年的年度
目标都已经超额完成。
连维良指出，从总量看去产能进
展顺利，但煤炭行业相对落后的产能
仍然较多，结构性去产能的任务仍然
艰巨。今后一段时期将是煤炭产能
有增有去，先进产能有序增，落后产
能有序去的格局。
“全面提高煤炭供给体系质量，
要求我们主动从总量性去产能问题
转向结构性优产能问题，从退出转向
进退并重。通过先进产能有序地增，
实现落后产能尽快地退，既优化存量
资源配置，又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
现供需动态平衡。”
连维良说。
他指出，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作为主攻方向，这是今后一段时期煤
炭行业发展和去产能工作需要深刻
领会和牢牢把握的根本指导思想。

准旗治安大队全体民警
学习十九大报告

11月 6日，准旗公安局治安大队
召开专题会，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
大队长带领民警认真学习了十九大报
告原文，并对全体民警提出要求：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上
来。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民警的
思想认识，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做出自己的贡献。
王静

准格尔旗公安局
帮助民工讨回百万“血汗钱”

今年 5至 8月，鄂尔多斯市某公司
在承建医养中心、温室大棚等工程中，
拖欠马小龙等 70余名民工工资，准旗
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局责令其在 15
日内全部支付，但该公司未能履行。
接到案件后，治安大队领导高度重视，
组织精干警力进行深入调查。经一个
月的耐心协调，该公司把拖欠 78名农
民 工 100多 万 元 工 钱 一 支 性 付 清 。
王静

准旗治安大队
推进精神病人排查管控

1至9月 内蒙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
4%
◇全媒体实习记者 冯程程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自治区商
务厅了解到，1-9月份全区社会消费
品 零 售 总 额 5121.
0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
4%，保持平稳增长。全区消费品市

场运行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乡村消费
快 速 增 长 。 1-9月 份 ，城 镇 消 费
4616.
9亿元，同比增长 8.
1%。乡村消
费增长 11.
1%，高于城镇消费增速 3
个百分点。餐饮收入 798.
4亿元，同
比增长 10.
1%，
保持快速增长。

精短
为更好推进
“服务质效提升”
的专
项行动，
兴安盟突泉县公安局太和派出
所自建所以来，
派出所始终以人民满意
为追求，
在服务群众方面动脑筋、
想办
法，
率先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惠民的改革
创新举措，不断擦亮为民服务窗口形
象，
据统计，
近两年来派出所上门办理
各类证照3
0
0
0多张，
送证簿1
4
0
0多本。
要志明

兴安盟突泉县公安局太和派出
所为进一步提高防火宣传，精心组
织、科学部署，多措施开展秸秆禁烧
宣传工作，增强群众防火环保意识，
责任到人。固定 3名民警在田间地头
日夜巡逻、分片包干，责任具体到人，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把秸秆禁烧工作
纳入常态化管理。
要志明

APP申请上架须全方位
“安检”
国家移动应用安全管理中心治理安卓应用市场秩序，
阻断违法有害移动应用进入
新华社天津11月20日电 为了净
化移动互联网应用生态环境，
在源头上
阻断违法有害移动应用进入市场，
国家
移动应用安全管理中心（CNAAC
）将对
申请上架的APP进行全方位的安全检
测，
对检测合格的 APP授予
“CNAAC
应用安全标识”
，
作为认证APP符合国
家安全管理规范的官方证明。
记者从国家移动应用安全管理
中心了解到，高速增长的安卓应用市
场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数据显示，
2016年我国手机用户感染恶意程序

公安简讯

超过 2.
5亿，平均每天恶意程序感染
量超过 70万人次。2017年上半年感
染量依然高居不下，超过 1.
1亿，进入
平稳高发期。恶意程序主要是资费
消耗，其次是恶意扣费、隐私窃取，严
重威胁着广大手机用户的切身利益。
国家移动应用安全管理中心一
直对国内的 300多个应用发布渠道
进行 7 24小时安全监测。自 2016
年 7月至 2017年 9月，平台已经累计
收录移动应用记录数据 1700万，收
录活跃安卓应用样本 160万，其中恶

意样本数量高达 20％，发现违法有害
移动应用万余款，下架违法有害移动
应用数千款。
国家移动应用安全管理中心主
任陈建民表示，鉴于违法有害应用屡
禁不止、层出不穷的市场现状，在加
强对应用市场监测的同时，通过推行
安全标识可以保护正版应用，打击盗
版和恶意反编译行为，降低上架恶意
应用的安全风险，为公众提供下载安
心、建设清朗明净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安全生态环境。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精神病人肇事
肇祸案事件的发生，近日准旗公安局
治安大队结合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借
助信息化手段，有效确保了摸底调查。
同时，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多层次、
信息网络的作用，进一步掌握精神病
人的社会动态，有效预防和减少精神
病人肇事肇祸案事件的发生。 王静

准旗治安大队
联手对娱乐场所安全检查

11月 16日，准旗公安局治安大队
联合派出所对辖区的娱乐场所、旅店
业进行安全检查。
民警主要对旅店业，前台登记、旅
客入住及娱乐场所的有关事项进行了
逐一检查。要求负责人严格执行住宿
登记制度，及时准确上传旅客信息，并
督促娱乐场所在规定时间内配备消防
安全设施。
共检查了旅店 12家，大型娱乐场
所 3家，
当场整改隐患 5处。
王静

准旗治安大队召开民主座谈会

11月 7日，准旗公安局治安大队
组织召开“正风纪、促规范、创满意”民
主座谈会。会议紧紧围绕学习党的十
九大会议精神及“正风纪、促规范、创
满意”纪律作风专项整治活动要求等，
重点对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结合自身思
想和工作实际，着重从思想方面查找
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党性分析，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
王静
（稿件统筹：王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