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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记者 陈炜伟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
指出，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
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走过 2017，中国经济克服重重
困难实现稳中向好；迈向2018，中国
经济如何破局攻坚、实现更好发展？

夯实向好势头 增长
更有底气

在隆隆冬日里，东北经济释出暖
意。今年前三季度，东北地区工业发展
逐步好转，前9个月辽宁省工业增速
降幅比去年同期收窄9.3个百分点，从
8月起增加值增速转正。近年来相对
疲弱的东北经济，正焕发生机。

东北经济也是中国经济的缩影。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克服风险挑战，
实现稳中向好。从宏观经济调控的四
大目标来看，经济增速、就业、物价、
国际收支，均体现“稳”的态势——

经济增速连续 9个季度运行在
6.7％至 6.9％的区间，经济韧性增
强；10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和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双
双降到 5％以下；11 月份 CPI 同比

上涨 1.7％，连续 10个月保持在 2％
以下，物价涨幅温和；国际收支呈现
基本平衡，外汇储备规模逐步回升。

“中国经济运行呈现积极变化，
经济企稳的基础更巩固，风险缓释
的态势更明显，质量向好的特征更
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
济部部长陈昌盛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引领经
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中国经济破浪前行。5 年来，
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 7％，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在 30％
以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源和
稳定器。

推动高质量发展 经
济内生质变

位于辽宁的本钢集团，今年 1
至8月减亏46亿元，实现扭亏为盈。
本钢集团负责销售的国贸公司经理
邵剑超说，国家坚决去产能、打击地
条钢，让我们的质量优势凸显，打开
了国企健康发展的通道。

尝到甜头的不只是本钢。中国
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顾建国介
绍，今年钢铁行业价格恢复上涨，一
些长期亏损的钢铁企业也因此实现
了扭亏为盈。钢价上涨是供需关系
调整的结果，也是供需双方对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良好预期的反映。
党的十八大以来，旨在优化经济

结构的攻坚战全面铺开——受益于
“三去一降一补”的扎实推进，供给侧
结构改革持续深化，不仅改善了行业
供求关系，更提升了供给质量，为中
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注入动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
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
求。”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

这也与党的十九大对于“我国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的判断一脉相承。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
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的攻关期，面临“黑天鹅”现象、

“灰犀牛”现象、“木桶”效应等风险，
面临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考验。我国科学技术、人力资源、
生产资本等要素的水平与发达经济
体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经济“大而不
强”的特征仍然明显。

稳中求进布局关键一年

从我国发展阶段看，发展质量和
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
经济水平有待提高。从近期经济数据
看，民间投资增速仍然不高，显示民
间投资意愿和经济内生动力不足。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
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
的方法论。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再
次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
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

越是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
形势，越要认识到贯彻好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的重要意义。稳是基础、是大
局，但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是强
力维稳、机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
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奋发有为。

稳，要稳政策、稳预期、稳信心。
会议明确，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
作，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引导和稳
定预期。

进，要抓住重点。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区域协调
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
均被列入明年要着力抓好的重点工
作。这些重点工作也是十九大报告
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方向
所在。

新一年，新起点。在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
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中国经济不仅
要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开篇布
局，也要扎实推进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
战，以破局攻坚之势，迈向高质量发
展周期。

走过2017，中国经济克服重重困难实现稳中向好
迈向2018，中国经济如何破局攻坚、实现更好发展

从积极变化看中国经济新气象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人民日报社论

“侵华日寇，毁吾南京。劫掠黎
庶，屠戮苍生。卅万亡灵，饮恨江城。
日月惨淡，寰宇震惊。兽行暴虐，旷
世未闻。”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80周年，也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在这个沉痛的日
子里，让我们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
的无辜死难者，深切缅怀所有惨遭
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深切
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
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

4 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
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上发表讲话，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
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
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4年
来，我们以国家之名祭奠死难者，以
尊崇之心珍视和平，以民族之力矢
志复兴。今天，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
无比光明，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决
心坚定不移。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
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
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
12 月 13 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
京，制造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
惨案，30 万同胞惨遭杀戮。这一骇
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
上十分黑暗的一页，是中华民族永
远的伤痛。面对极其野蛮、极其残暴
的日本侵略者，具有伟大爱国主义
精神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
共产党号召和引领下，全民族各种
积极力量同仇敌忾、共御外敌，最终
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
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
出了重大贡献。

“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
生病。”80年过去，侵略者的枪声淹
没在历史尘埃里，但中华门城墙上
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南京城的不
绝哀号已随风逝去，但“万人坑”的
累累白骨还在。历史不会因时代变
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
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
不容否认。任何倒行逆施妄图篡改
历史、否认暴行，为南京大屠杀惨案

和侵略战争翻案的丑恶行径，不仅
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也将受到
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人民的
谴责和唾弃。“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年复一年的国家公祭向世人宣
示，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反对篡
改历史的立场坚定不移，中国人民
团结一心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坚定
不移，中国人民捍卫人类尊严、维护
世界和平的意志坚定不移。

以国之名，我们呼唤中华儿女
勠力同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新贡献。“四万万人齐蹈厉，
同心同德一戎衣”，从中国人民赢得
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开启中华民族
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
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崛起
之功业，民族复兴之愿景，因为一代
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而曙光在前。
在铭记历史中砥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坚定信念，在缅怀同胞和先
烈中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
民族精神，我们一定能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在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
胜利。

以国之名，我们呼吁世界各国
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
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的世界。中华民族经历了同胞惨遭
屠戮、山河喋血的痛苦，更懂得和
平“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更
坚定“坚持和平发展，共同开创世
界和平充满希望的未来”的决心。
从“一带一路”成为各国共同发展
的合作平台，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不断付诸实践，中国始终把为人
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
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同各国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
来。

不忘历史，矢志复兴。今天的中
国，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全体中华儿女携
手同心凝聚磅礴力量，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正是对死难同胞和革命先烈的最好
告慰。

（载12月13日《人民日报》）

不忘历史 矢志复兴
——写在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新华视点”记者 董建国

郑钧天 程士华

2017 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迎来
严厉调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
前，已有超百城发布 150 余次楼市
调控政策，热点城市不断限购、限
贷、限价、限售、限商。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目
前，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总体呈降
温之势；三四线去库存效果明显，有
些城市转而开始控房价。与此同时，
多地发文强调租购并举，扩大租赁
市场，租赁用地已陆续入市。

今年，一二线热点城市房地产
从严调控、保持市场的平稳健康发
展成为主基调，北京、南京、郑州等
地还提出房价环比不增长的目标。
从 3 月份开始到 11 月底，已有超百
城发布150余次楼市调控政策。

密集的调控政策逐渐扭转了房
地产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显示：从 5月份开始，上海和北京出
现房价环比“零增长”，深圳房价环

比下跌；8月份，15个热点城市房价
环比全面止涨，其中北上广深四大
一线城市更是 33 个月以来首现房
价集体停涨；9月份，上海房价出现
同比下跌；至 10 月份，10 个热点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跌回 1 年前，
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呈集体降温之
势，去投资化趋势明显。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
为，10个热点城市房价同比齐跌的
现象，为 2016 年来首次出现。在楼
市严格调控的影响下，核心热点城
市的买房高峰正逐渐退潮。

房地产市场降温影响了土地市
场。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报
告显示，11 月份，全国主要城市土
地市场供应和成交量环比均出现回
落，监测的全国 300 个城市共推出
土地 2696 宗，环比减少 11％；土地
出让金总额为 3715亿元，环比减少
7％；从价格层面来看，11月份全国
300 个 城 市 土 地 平 均 溢 价 率 为
20％，较上月下降4个百分点。

“在‘房住不炒’的政策指引下，
未来住房属性将去投资化，更加注

重居住属性。”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
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新一轮调控
一年多来，各地楼市调控政策狙击
了热点城市的投资投机需求。随着
部分城市房价同比出现下跌态势，
70 城房价同比增幅上涨空间已经
不大，未来会继续保持同比增幅收
窄态势。

而一些三四线城市，在去库存
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也从库存积
压变成了房价快速上涨。为此，今年
的房地产调控继续补短板，调控政
策开始向三四线城市深入：山东东
营、聊城、广西柳州等城市加入限售
行列，扬州则针对二手房提升限售
年限；一些城市如廊坊等地还加入
了限价行列。

今年，多地把加快建立租购并
举的住房制度作为完善长效机制的
发力点。目前，我国租赁人口预计为
1.9 亿人，租赁市场规模已超万亿
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
发布租赁新政策的城市已超50个。

——多途径增加租赁用地。近
段时间来，上海、广州、深圳、杭州、

郑州等城市陆续开启“只租不售”卖
地模式，绝大部分地块由国有企业

“零溢价率”拍得。同策研究院统计
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
全国各大城市挂牌定向用于租赁的
住房用地共计26宗。

——鼓励租赁企业向规模化、
专业化发展。杭州提出，选择15家左
右具有一定规模、品牌的住房租赁企
业作为专业化住房租赁试点。成都、
沈阳提出，力争到2020年，培育和发
展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不低于50
家；合肥、厦门均表示支持房屋租赁
企业通过合并重组做大做强。

——推动租赁市场发展的金融
要素正在形成。近日，首单央企租赁
住房类REITs产品获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议通过。中信银行、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等多家银行近期陆续宣布
给予住房租赁金融支持，包括对企
业端的金融支持和个人端的消费信
贷支持。

业内人士表示，国家发展租赁
市场力度空前，后续还需加快住房
租赁法律制度体系建设。

超百城发布150余次楼市政策

今年房地产调控效果如何？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2 日
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决定自
2017 年至 2020 年，对各省（区、
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实施
年度考核，推动落实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工作属地监管责任，切
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办法》 共 13条，明确了考
核的主体和对象、考核的内容和
程序、考核分级和评价标准、考
核结果的运用等事项。考核工作
在国务院领导下，由解决企业工
资拖欠问题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实

施，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具体组织
落实。

《办法》 规定，考核分为三个
步骤。一是省级自查。由各省级政
府对照考核方案及细则，对考核年
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进展情
况和成效进行自查，形成自查报告
报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二是实地
核查。由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
各成员单位组成考核组，采取抽查
等方式，对省级政府自查报告进行
实地核查。三是综合评议。根据省
级政府自查报告，结合实地核查等
情况，由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
各成员单位进行考核评议，形成考
核报告。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记者张玉清 黄书波） 中国空
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 12 日称，
中国空军在 11 日开展了例行性
常态化体系远洋训练，多架轰炸
机、侦察机“绕岛巡航”，锤炼
提升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能力。

空军 11 日开展的体系远洋
训练，出动了轰－6K、苏－30、
歼－11 和侦察机、预警机、加
油机等多型多架战机。轰－6K
等战机成体系飞越宫古海峡、巴
士海峡，实施了“绕岛巡航”等
训练课题，提升了远洋机动能
力，检验了远洋实战能力。

针对中国空军远海远洋训练
引起的海内外舆论关切，申进科

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空军
着眼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开展了
一系列远海远洋训练，战机航迹不
断远伸，体系能力越练越强；空军
开展远海远洋训练，符合相关国际
法和国际实践，这是空军的使命所
在、职责所在、担当所在，合法、
合理、合情，今后还要按照既定计
划一如既往，飞得更远更深。

中国空军作为有效塑造态势、
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
重要力量，正在向全疆域作战的现
代化战略性军种迈进。中国空军牢
记新时代使命任务，在体系远海远
洋训练中拓展战略视野、保持战略
清醒、增强战略忧患，努力使战略
能力与维护战略利益、提供战略支
撑的使命任务相适应。

中国空军多型战机
成体系“绕岛巡航”

12月11日，中国空军战机进行远洋训练。 （新华社发）

新华社合肥 12 月 12 日电
（记者徐海涛） 近期，中科院院
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
伟及同事张军等人取得重要科研
突破，他们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
1.25GHz InGaAs／InP 单 光 子
探测器单片集成读出电路，该突
破可使高速量子通信终端设备中
体积占比最大的探测器模块尺寸
减小一个数量级以上，为未来研
制小型化量子通信系统奠定了重
要基础。国际光学领域权威期刊

《光学快报》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单光子探测器是最灵敏的微

弱光测量仪器，在量子信息、激
光雷达、光纤传感、生物荧光探

测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需求。在量
子通信系统中，通信波段单光子探
测器是其中的核心器件，其性能直
接决定了通信距离、通信速率等关
键参数。

据了解，下一步利用光电集成
技术，可实现上述单片集成读出电
路芯片与 InGaAs／InP 雪崩二极管
芯片和微型热电制冷器的混合集
成，与探测器系统附属电路相结
合，最终实现一体化集成的微型高
速单光子探测器模块。经测算，与
现有同功能高速单光子探测器相
比，该模块体积可减小 20 倍，这
为小型化量子通信系统的研制提供
了有力支撑。

我国在小型化量子通信系统
研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12月12日，一列动车组行驶在九景衢铁路鄱阳湖特大桥上。
九景衢铁路为国家一级双线电气化铁路，设计时速200公里，西起

江西省九江市，经景德镇、婺源等地，东至浙江省衢州市，将于 12月
底建设完成通车。 （新华社发）

九景衢铁路即将开通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