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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于北京时间24日上午
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
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去年从此前
78位跃至46位，今年再度升至第31
位，跻身全球前40，连续两年入列全
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
大经济体。

“中国为改善中小企业的国内营
商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保持了积极
的改革步伐，在多项营商环境指标上
取得了令人赞许的进步。”世界银行
中国局局长芮泽说。

世界银行自2003年起每年发布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选取10项评估
指标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
境评分排名。该报告评估样本为各
国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其中11个
人口过亿国家选择两个常住人口最
多城市评估。2018年起，报告评估
期调整为上年5月至次年5月。

今年中国的营商环境评估在满
分100分中得分77.9，世行打分依据
是北京、上海两市及有关部门于

2018年5月2日至2019年5月1日
推出的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措施，中国
有9个指标领域的改革举措获世行
认定，其中8项指标排名上升。

以办理建筑许可为例，中国全球
排名从去年的121位跃升至33位，
提升了88位，京沪两市推出的简易
低风险建筑项目免于环评备案改革、
建立分类监管和审批制度及压缩供
排水报装时间等改革举措，推动两地
平均办理建筑许可全流程耗时缩至
111天，获该指标质量指数满分15
分，高于东亚地区132天和9.4分的
平均水平。

根据报告，中国保护中小投资者
指标全球排名比去年提升36位至第
28位，办理破产排名提升10位至第
51位，跨境贸易排名提升9位至第
56位，纳税排名提升9位至第 105
位，获得电力提升2位至第12位，执
行合同排名提升1位至第5位，开办
企业排名提升 1 位至第 27 位。

据新华社

“愚公移山”，是一个在中国流
传几千年的寓言故事。1957年10
月9日，毛泽东读到一份讲述山东
省莒南县厉家寨通过整治土地、兴
修水利、科学种田，使粮食产量大
幅提高，全村面貌焕然一新的报
告，挥笔写下了“愚公移山，改造中
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批语。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为这
个伟大精神所感召，中国人民抒写
了无数重整山河的壮丽诗篇。特
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
期，全国人民面对极端困难的考
验，展开了一场同自然灾害和物质
匮乏的斗争。山西省昔阳县大寨
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河南
省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开凿红旗
渠、重新安排山河的壮举，是其中
的杰出代表。

大寨，位于山西省晋中太行山
麓海拔1000多米的山区。这里自

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大寨人在
党支部的带领下，苦干、实干、拼命
干，从1953年开始，用五年时间，
改造了全村七条大沟，把深沟变成
了良田，被誉为“全国农业战线的
一面红旗”。1962年，在全国大灾
和严重困难的年景下，大寨粮食亩
产高出同县平均产量530斤。

河南省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
自古以来就严重干旱缺水。林县
人民在县委带领下，大胆设想引漳
河水入林县，“重新安排林县山
河”。1960年初，3.7万名林县群众
开始向太行山开战。经过五年苦
战，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
通水。随后用了七八年时间，进行
支渠配套、总干渠加高加固，直至
1974年8月，红旗渠全部竣工。红
旗渠被誉为“人造天河”，对当地经
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至
今仍发挥着积极效益。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十九届四中全会于10月28日至31日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4日召开会议，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0月
28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
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
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各地区
各部门各有关方面和党的十九大代表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
稿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措施有力，同时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要全
面梳理、深入研究、集思广益，切实把文件制定好。

会议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

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
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
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
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会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
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
越性充分展现。

会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
下进行，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
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
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新华社

跻身前40！
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再度提升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