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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2 日电
（记者安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
何立峰近日表示，要多措并举发展
壮大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
关键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增强市
场主体活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
本，当前的一大重点工作是要切实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于

21 日至 22 日在北京召开。何立峰
在会议上说，要全力营造公平竞争市
场环境。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
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组织
开展产权保护领域政务失信专项治
理，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
定机制，切实将弘扬和保护企业家
精神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他强调，要大力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制定实施支持民营企业改革
发展的意见，开展排斥限制民营企
业招投标问题专项整治，建立健全
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长效机制，引
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和补短板项目建设。大力破解民营
企业融资难题。

何立峰说，要实施更大力度降
成本举措。加快清理规范涉企行政
事业性收费。围绕输配电价改革、
公用事业收费改革和货运车辆“三
检合一”改革等，切实降低企业用
能成本和物流成本。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2 日电
（记者安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
何立峰近日表示，要着眼更好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持
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

何立峰说，要加强重大技术装
备补短板，这是一个增长速度很快
的庞大国内市场。大力支持关键核
心技术攻坚，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适度超前布局建设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支持首
台 （套） 示范应用的招投标、政府
采购等政策措施。

他指出，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
提升，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国内市
场。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一批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
级重大工程，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切实引导和支持土地、金融、创
新、人才等要素向传统产业改造提
升集聚，促进传统产业向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升级。特别是要推
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为制造业企
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提供中长期
资金供给。

何立峰说，要着力培育壮大新
动能，这是一个成长性很好的国内

市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
快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
伐。修订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
和服务指导目录，加快建设一批国
家产业创新中心。升级各类“双
创”平台载体。深入开展服务业综
合改革试点，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
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他说，要聚焦关键领域促进有
效投资，这是一个关联性大、拉动
带动力强的国内市场。制定基础设
施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战略，加大脱
贫攻坚、农业农村、水利、生态环
保、社会民生、能源、交通基础设
施等领域补短板投资力度。

何立峰强调，要加快提供更高
质量更高水平的供给，积极拓展消
费新增长点，这是一个前景十分广
阔的国内市场。加强消费领域基础
设施建设，鼓励信息、旅游、体育
等服务消费和网购等消费新业态。
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
入，出台实施大力发展养老服务和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措
施。深入开展家政培训提升行动。

国家发改委表示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培育强大国内市场

据新华社渥太华12月21日
电（记者李保东） 针对日前加拿
大媒体报道并指责中国对加进行
网络攻击的不实言论，中国驻加
拿大大使馆 21 日发表声明予以
驳斥。

声明说，那些拥有“棱镜计
划”“方程式组织”和“梯队”
全球间谍网络，长期对外国政
府、企业和个人进行大规模、有
组织的网络窃密和监听、监控活
动的国家，居然指责中国对其进
行网络攻击和黑客行动，真是滑
天下之大稽。这是典型的“贼喊
捉贼”。中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

者，而不是作恶者。加方如果遭受
网络攻击，发动者绝不是中国，而
是另有其人。

声明还说，中国从未对加从事
过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行动，因此
更谈不上向加方承诺不再进行此类
活动。加媒体报道中的有关表述是
编造的“事实”，严重误导公众。

日前，加拿大媒体报道美国有
关当局以“网络窃密”为由起诉两
名中方人员，并指责中国对加进行
过网络攻击，称中方行为违反了中
国对加方做出的停止国家支持的网
络攻击用于窃取加私营部门商业秘
密和专利技术的有关承诺。

就加拿大媒体不实报道

中国驻加使馆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人民是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
造者，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力量源泉。
改革开放 40 年，最具活力的是人，
最该致敬的也是人。

“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
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
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在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用“十个始终坚持”，深情回
顾 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热情
讴歌人民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
创造伟力，将伟大成就归功于中国人
民。真挚的话语，深刻体现了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充分彰显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
业。改革开放 40 年来，从开启新时
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

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
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
河的奋斗赞歌。40 年风雨同舟，40
年披荆斩棘，40 年砥砺奋进，改革
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
和深化、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
物的产生和发展、每一个经验的取
得和积累，都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
和创造。40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
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
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
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
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
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的光辉历
程，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始终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
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深
化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坚持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始终坚持保护环境
和节约资源，坚持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不断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始终
坚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施

“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始终坚持独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持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十个始终
坚持”，既是对奋斗历程的深刻总
结，也是对发展奇迹的深刻揭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时代的
气质与风貌，是由实干定义的。40
年来，我们之所以能摆脱“被开除球
籍的危险”、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我们之所以能创造农村贫困人

口减少7.4亿、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
94.4 个百分点的减贫奇迹，我们之
所以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
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靠的正
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儿，靠
的正是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拼劲
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

“40 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
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
气干出来的！”正因如此，40年来我
们党始终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
民情、致力民生，既通过提出并贯彻
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
民前进，又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
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

每一次成功，都意味着新的出
发。书写了伟大历史的改革开放，必
将在新征程上书写新的辉煌历史；
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必将
在新时代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载12月23日《人民日报》）

我们为创造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天津12月22日电
（记者周润健） 2019 年春运火车
票 23 日起发售，为了提高购买
春运火车票的成功率，出行专家
支招公众可采取错峰出行、勤刷
票和跨站买票三种方式。

2019 年铁路春运从 1 月 21
日起至 3月 1日止，共 40天，节前
15 天，节后 25 天，全国铁路春运
预计发送旅客超过4亿人次。

如 何 提 高 抢 票 的 成 功 率 ，

360 浏览器出行专家王倩建议公众
采用三种方式。一是错峰出行，避
开抢票高峰期。

二是勤刷票，注意捡漏。捡漏
最佳时间为放票后 30 分钟；发车
前 1 天至 2 天；退票期限的最后一
天；22时至23时。

三是跨站买票。12306 的放票
规律是大站票源多，小站票源少，
建议选择临近目的地的大站作为抢
票区间，提高抢票成功率。

明年春运火车票今起开售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12 月 22 日，受中共中央委托，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
部部长尤权向党外人士通报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尤权指出，这次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是在全党全国人民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
神，隆重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尤权强调，统一战线要把学
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
重要着力点，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

尤权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无党派人士围绕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打
赢三大攻坚战等战略性全局性问题
开展调研，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认真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踊跃投
身“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光彩
事业，确保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
贫困地区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他指出，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要求，推动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优化实体经济发展
环境，引导民营企业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受中共中央委托

尤权向党外人士通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
本月21日至22日在京召开。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
峰在会议上说，要多措并举发展
壮大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
业，当前的一大重点工作是要切
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同时，要
加强重大技术装备补短板，这是
一个增长速度很快的庞大国内
市场，并积极推动先进制造业与
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12月22日，游客在故宫参观。
记者从故宫博物院获悉，故宫

近 日 迎 来 本 年 度 第 1700 万 名 观
众。这也是故宫博物院年接待观众
数量首次突破1700万。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故宫博物院：

年接待观众数量
首次突破1700万

12月 22日，在 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聊城大学考点，考
生们陆续入场。

当日，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拉开帷幕。据教育部数
据，2019 年报考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增至 290 万，比 2018 年增长
21.8%。 （新华社发）

2019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拉开帷幕

这是12月2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国会大厦。
由于美国国会未能就临时拨款法案达成一致，部分联邦政府机构从

美东部时间22日零时起“停摆”。据媒体报道，此次“停摆”涉及国土
安全部和财政部等部门。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美国政府部分机构“停摆”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稳中求进，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总结 2018年经济工作，深入分析当
前经济形势，明确了 2019年经济工
作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重点任
务，为我们做好明年经济工作，以优
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稳，是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个鲜明特点。经济运行稳定在合
理区间，质量和效益持续改善，消费
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我国
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宏观杠杆率趋
于稳定，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有力
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展
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传
统产业加快改造，科技创新成果不断
涌现，新动能加快成长。改革开放力

度加大，国资国企、财税金融等重要
领域改革稳步落实，营商环境明显改
善。总的看，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我们朝
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
出了新的步伐。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
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取
得这样的成绩极为不易。这是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砥
砺奋进的结果。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
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
变、变中有忧，风险和困难明显增多，
明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不
确定性更大。我们要辩证看待国际环
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增强忧患意
识，继续抓住并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坚定信心，把握主动，坚
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
决定性基础，就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中国经济是
一艘巨轮，体量越大，风浪越大，掌舵
领航越重要。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
峻，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
定海神针作用。在今年面临诸多两难
或多难选择的情况下，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保持战略定力，采取正确策略，坚
定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
进。一年来，我们在实践中深化了对做
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首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面对明年改革发展各项任
务，我们要团结一心、步调一致，统一
认识、统一行动，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
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结合实际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到实处。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
决定性基础，就要激发全党全国人
民奋斗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新成就。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
取得的成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
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幸福是
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

代。明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从今
后几年确定的发展目标看，做好明
年经济工作至关重要。进一步激发
全党全国人民奋斗精神，进一步增
强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稳就业、
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
预期，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不断创造新
成就，我们就能以优异成绩向人民
共和国70华诞献礼。

在日前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示
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和
信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坚持推动我国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不仅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
性基础，更将推动中国经济巨轮劈
波斩浪、行稳致远。

（载12月23日《人民日报》）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
——一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