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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25 日
电 （记者谭晶晶）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5 日在人民大会
堂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举行
会谈。习近平高度评价中津传
统友谊及穆加贝为两国关系发
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强调中国
人民是重情义的，我们永远不
会忘记曾经风雨同舟、相互理
解和支持的老朋友。中方愿同
津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加
强各领域合作，做平等相待、
相互支持、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 的 好 朋 友 、 好 伙 伴 、 好
兄弟。

习近平指出，穆加贝总统
是著名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领
袖、非洲一体化的重要推动
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津传统友谊是在我们并肩反
帝反殖反霸的光辉岁月中凝结
而成的，体现出两国共同遵循
的独立自主、相互尊重、反对
外来干涉等对外关系的基本原
则。建交 34 年来，双方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
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
发展进程中相互帮助。中津传
统友谊是两国共同的宝贵财
富，我们双方都很珍惜。当
前，中津都处在国家建设的重
要阶段，两国友好合作正迎来
新的机遇。中方愿意同津方一
道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全面深
入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方将继续
坚持原则，主持正义，坚定支
持津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相信津巴布韦人民
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
事务。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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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统计部门的消息显示，最新公布的投资、信贷等经济
指标同比增速均有所放缓，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盈利水平也明
显下降。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
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经济速度。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
是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由高速转入中高速。2003 年至
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
9.6%，2012 年至 2013 年都是 7.7%，今年上半年为 7.4%。经济
增速“下台阶”，是新常态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也是
各种资源和环境约束所决定的，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只要就
业、物价、收入等保持稳定，经济增速低一点没什么关系，也
很正常。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十分必要。
如果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市场预期就会受到影响，民生支
出就难以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回旋空间也会被压缩，保持社
会稳定的经济基础也就会动摇。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增长动力的转化。转向新常态，意味
着粗放式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原有动力加速弱化，新的动
力加快形成。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
素投入，塑造着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现在的问题是，原有
动力减弱了，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完全形成，“创新红利”和

“体制红利”的充分释放还需要一个过程。从统计数据看，
国内生产成本连年大幅攀升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不仅一些
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更具有低成本优势，连发达国家也在步步
紧逼。

第三个挑战来自于传统产业的收缩。进入产业加快升级新
阶段，是新常态的重要表现。在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容易出
现“青黄不接”的现象。目前，多年来一直“高歌猛进”的煤
炭、钢铁、水泥等部分重化工行业或出现产能过剩，或出现价
格下跌。房地产市场低迷，汽车销量增速也在放缓。新兴产业
快速崛起，亮点很多，但由于市场竞争环境不完善、领军人才
和技术支撑不足等因素制约，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像传统支柱产
业那么大的拉动力。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受经济减速、增长动力转换和传统产
业收缩等影响，过去一些隐性矛盾暴露出来。比如，就业。传
统产业往往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机器换人”热潮兴起，如
何依靠扩大服务业加以吸收，值得研究。如果将新常态放在更
长的时间轴里观察，就可以发现，我国经济还面临着让老百姓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重大挑战。

挑战看似重重，新的发展潜力恰恰蕴含其中。我国发展仍
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具有巨大韧性、巨大潜力和巨大回
旋余地，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很多有利条件，一些新的经济增
长点正在加快形成。只要措施得当，我们就能把潜力释放出
来，把各种可能的风险与挑战化解掉。

图说新思路新举措 ⑦

应对新常态下的新挑战
本报评论员

梳理今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可以强烈地感
受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布局都发生很大变
化，依靠制度建设生态文明的“刚性力量”正在不断
强化。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首先是将资源消耗、环境损
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2月12日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提出了实施大气污染防治
责任考核，将“治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目前与这
项制度相关的治理考核办法和实施细则已经陆续出
台。同时，旨在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也在积极探索之中，未来将据此对
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向污染宣战，必须依靠严密的法治。4 月，“史
上最严环保法”出台，对环境污染犯罪从严惩处，特
别是对污染企业罚款按日计罚、上不封顶，将有力破
除“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顽疾。6 月，
按照新环保法精神，环保部开出 4.1 亿元的史上最大
罚单，显示了依法治污的威慑力。

同样具有“硬约束”力量的还有环境质量标准。
目前，按照“大气十条”要求制定的 25 项大气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的重点排放标准已完成 20 项，不断
收严的环境质量标准将有力推动企业治污减排，也为
环保产业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保护环境——

定“铁律”使“铁腕”
本报记者 来 洁

深圳前海，333个旧集装箱搭建的临时办公区内一
派繁忙。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立4周年
之际，记者走进前海，见证其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成果。

立足金融创新 放眼全球视野

2010 年 8 月 26 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30 周年

之际，国务院批复同意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
区总体发展规划》，希望前海建设成基础设施完
备、国际一流的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具备适应现代
服务业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和法律环境，形成结构
合理、国际化程度高、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
体系。

2012 年 6 月 29 日，香港回归祖国 15 周年前
夕，国务院又发布 《关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批复》，明确支持
前海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在

金融改革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建设我国金融业对外
开放试验示范窗口。

经过前期艰苦摸索后，前海在金融等领域的创
新已卓有成效。据前海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
何子军介绍，仅 15 平方公里的前海今年已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49.33 亿元，同比增长 3.7 倍；截至 8 月 11
日，共有 11645 家企业在前海注册，日均入驻企业
约 40 家；今年 1 至 7 月，前海外商企业注册 273
家，合同利用外资 36.9338 亿美元，占深圳全市
68.95%。 （下转第七版）

创新打造“特区中的特区”
——写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立4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排
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
出到2015年底前试点地区全面完成现有排污单
位排污权核定，到2017年底基本建立排污权有
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为全面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
和交易制度奠定基础。 （详见六版）

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物减排

本报北京 8 月 25 日讯 记者齐慧报道：8 月 25
日，在甘肃省瓜州县腰占子村，西气东输三线瓜州
站完成最后一道焊口，标志着西气东输三线西段全
线贯通。西段工程建成投产后，来自中亚的天然气
和新疆煤制天然气将通过中卫站向西气东输一线和
二线、陕京系统和中贵线输送，长三角、珠三角、
京津环渤海和川渝地区数亿民众将因此受益。

西气东输三线工程管道总长7378公里，年设计

输气量 300 亿立方米。目前，西气东输三线西段正
在推进后续工作，乌鲁木齐—中卫段 9 月底具备投
产条件；西气东输三线东段工程已经完成管道焊接
总量的 75%，预计 2015 年 12 月具备投产条件；西
气东输三线中段工程预计今年底开工，2016年底建
成投产。

上图 西气东输三线西段最后一道焊口施工
现场。 蒋万全摄

西气东输三线西段贯通

本报讯 记者石伟 祝惠春报道：不守信用、赖账
不还、生产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类似这样的失信行
为，今后福建省将定期向社会公布。近日，福建省委外
宣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称，福建省将建立起诚信“红黑
榜”制度，加大对失信行为突出问题的重点治理，并对
失信被执行人予以限制。

据介绍，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将通过报纸、广播、
电视、网络、公告栏等方式予以曝光，同时录入最高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以及福建法院政务网“执行公示”栏
目。福建企业家表示，以“民本”为生发力量的闽
商，孕育了诚信为先、义利兼容的商业伦理精神。他
们呼吁，早日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严格市
场主体诚实守信的法律要求，形成“不敢不诚信，不
能不诚信”的法律制度。 （相关报道见九版）

福建将建诚信“红黑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