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8 月 1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
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
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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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
员会主任习近平 8 月 17 日主持
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 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
题， 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
险、 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
题。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
同富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关系发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
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
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出
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中央农办关于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问题的汇报， 听取了中国人
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
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做好金
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的汇报。

会议指出， 改革开放后，我
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
经验， 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
部分人、 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上， 采取有力措施保障
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促进共同富
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们正在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适应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更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 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
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会议强调， 共同富裕是全体
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
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
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
均主义， 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
裕。 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
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
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
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
致富机会， 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
环境。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
不动摇”，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允许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
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
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要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 建立科学的公
共政策体系， 形成人人享有的合
理分配格局， 同时统筹需要和可
能，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
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
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
底性民生保障建设。 要坚持循序
渐进， 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
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

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
结经验，逐步推开。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
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
和公平的关系， 构建初次分配、
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
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
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
准性，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
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
间大、 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
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
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会议强调，要提高发展的平
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加快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区
域发展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
的协调性，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
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
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养
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
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 要加
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
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
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
回报社会。 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
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
缔非法收入。 要保护产权和知识
产权，保护合法致富，促进各类
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要促进人民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

的精神文化需求。 要加强促进共
同富裕舆论引导，为促进共同富
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 要促进农
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把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
战之一，几年来，在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国务院金融委按照“稳
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
准拆弹” 的基本方针推进工作，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
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
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有
力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
人民财产安全。

会议强调，确保经济金融大
局稳定，意义十分重大。 要坚持
底线思维，增强系统观念，遵循
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

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要夯
实金融稳定的基础，处理好稳增
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巩固经济恢
复向好势头，以经济高质量发展
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在处
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
生金融风险。 要落实地方党政同
责，压实各方责任，畅通机制、明
确职责、分工配合、形成合力。 要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提升金
融系统干部队伍监管能力，提高
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一体推
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
险，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做好金
融市场舆情引导。 要加强金融法
治和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用体
系建设，发挥信用在金融风险识
别、监测、管理、处置等环节的基
础作用。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
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据新华社）

促进共同富裕

会议强调， 共同富裕是全体
人民的富裕， 是人民群众物质生
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不是少数
人的富裕， 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
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总体要求
* 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

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
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
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
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
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
展环境。

* 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
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
个毫不动摇”， 坚持公有制为主

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
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
动 、合法经营 、敢于创业的致富
带头人。

* 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
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
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 同时统
筹需要和可能， 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
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
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

*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
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
分估计，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
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重点工作
*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

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
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
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
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
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
群体收入， 合理调节高收入，取
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
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 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
调性、包容性，加快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区域发展
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
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 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规模，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
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
行列。

* 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完
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 兜底救
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

* 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
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
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
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 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 ，
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
法收入。

* 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 ，
保护合法致富，促进各类资本规
范健康发展。

* 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 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
引导，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
舆论环境。

* 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
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

实现金融稳定发展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把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
战之一，几年来，防范化解重大
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
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底线，有力维护了国家
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

* 要坚持底线思维， 增强系
统观念， 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
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
化解工作。

* 要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
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以经济
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
险，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
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

* 要落实地方党政同责，压
实各方责任，畅通机制、明确职
责、分工配合、形成合力。

* 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提升金融系统干部队伍监管
能力，提高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
控金融风险， 加快重点领域改
革，做好金融市场舆情引导。

* 要加强金融法治和基础设
施建设， 深化信用体系建设，发
挥信用在金融风险识别、 监测、
管理、处置等环节的基础作用。

（据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中央明确：这件事不能整齐划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