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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
——

2016 ，最 忆 是 杭 州

﹃
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健康中国
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
近日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
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
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
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方位、
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本报记者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
下坚实健康基础。
本报从今日起推出
“健康中
国”专栏，深入报道深化医改领
域密集发力，
卫生科技发展带来
吴佳佳
的健康红利，
以及筑起健康守护
长城的公共卫生力量等方面的
重要改革举措和生动事例。

﹄
必答题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
小康”，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
调了健康中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的重要意义。要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首先是要让医改红利惠及全体
人民，需要医改不断攻坚克难，实
现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既定
目标。自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国
家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
动改革，积极探索医改难题的中国
式解决办法，群众就医获得感逐步
增强。
“ 健康中国”的理念，正浸润
到亿万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成为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杭 州 共 识 ”描 绘 世 界 经 济 新 愿 景
张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2016 年在
杭州召开的 B20 工商峰会和 G20 领导
人峰会，为这首一千二百多年前诗人白
居易的名句增加了新注解。
历史将记住 2016 年的杭州。
当今世界占全球经济总量 80%以上
的 20 个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
全球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现今
世界最权威的国际机构的代表齐集一
堂，
共聚杭州，
围绕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最
重要的议题，
为全球经济把脉、
为世界未
来开方，这样的盛会本身就注定将载入
史册。会议议题和相关准备工作的充分
完备，
会议议程的严谨细致，
会议配套论
坛和分会的高规格，加上有条不紊的会
议组织，完美周到的会议服务，美轮美
奂、
无与伦比的招待晚会，
这些都将为这
次峰会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历史上被人们永久记住的重

要会议，绝不仅仅只在于上述方面。一
个会议最为重要，最为人们永久不忘
的，是会议本身的内容，是会议发出的
信息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2016 年
杭州 B20 工商峰会和 G20 领导人峰会
将以其独特而重要的会议内容，以划时
代意义载入史册！
这次峰会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度影响
尚未平复、世界经济走到一个关键当口
之时，发出了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复苏的
有力信号，给世界吃了一颗定心丸。有
学者认为：目前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虽
然有所缓解，但世界经济总体情况并不
比 2008年深陷危机时好多少。面对这种
形势，许多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缺乏克服困难的信心，祭起各种贸易和
投资保护主义，消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
所谓
“负面影响”
。习近平主席在 G20 峰
会开幕式上说：二十国集团聚集了世界

磊
主要经济体，
国际社会对我们充满期待，
对这次峰会寄予厚望。希望杭州峰会能
够为世界经济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
施策的
“药方”
，
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
可
持续、
平衡、
包容增长之路。他坚定地表
示：中国将用实际行动为稳定世界经济
增长作出贡献。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
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
展的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
向
世界传递了
“发展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
的中国信心，为世界注入了发展向好的
强大正能量。他呼吁与会各国领导人勇
做世界经济“弄潮儿”，担当时代发展新
使命，
汇聚二十国集团的磅礴力量，
开创
世界经济更加美好的未来。峰会通过了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进
一步明确了二十国集团合作的发展方
向、目标、举措，就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达
成了杭州共识，
为构建创新、
活力、
联动、

全国新闻媒体“重走长征路
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健康保障网逐步密实
“与 50 年前出生的那一代人相比，如今出生的中国人预期可
以多活 30 多年，而中国只用富裕国家一半的时间就取得了如此成
绩。”2016 年 7 月，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财政部、国家卫
计委、人社部“三方五家”发布的医改研究报告如此描述。2015
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为 76.34 岁，比 5 年前提高了近 1.5 岁，
而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
8.1‰、10.7‰和 20.1/10 万。数据表明，中国人民健康水平总体上
已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我们这个尚不富裕的国家，如何能够做到用较少的投入获
得较高的健康绩效、创造巨大的“健康红利”？
——靠加大投入。2015 年，
我国政府财政卫生支出为 10833 亿
元，
是 5 年前的 2 倍有余。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例却从 2010 年的
35.29%下降到 30%以下，
是近 20年来的最低水平。（下转第三版）

2016TMF 全球智慧城市峰会开幕

“智慧银川”独特亮相
本报银川 9 月 7 日电 记者许凌 拓兆兵报道：9 月，
“ 塞上江
南”银川花如海人如潮。伴随着“2016TMF 全球智慧城市峰会”
拉开大幕，来自全球五大洲 65 个国家、100 个城市的政府官员、商
业精英、专家学者等千余人齐聚宁夏首府银川，共同探讨 IT 产业
的“银川智慧模式”，共建合作共赢的智慧城市生态圈。
三年来，银川立足“惠及民生、科学管理、产业衍生和投资迭
代”四个核心目标，以城市为单位进行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通过
商业模式、管理模式和技术架构“三大创新”，打造“PPP+资本市
场”商业模式，推进“顶层设计+闭环正反馈”管理模式，形成智慧
政务、智慧社区、智慧交通及智慧环保等 10 大系统 13 个子模块可
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城市银川模式。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2014 年银川市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整合优势资源，成立中兴（银川）智慧城市
研究院暨中兴（银川）智慧产业有限公司，并由中兴公司负责“智慧
城市”的建设和运营。一年项目建成后，政府采取 PPP 模式每年
向其购买信息服务，解决了巨额投入一步到位和技术更新换代的
双重难题。
在管理模式创新层面，银川在国内率先打造了一个“闭环正反
馈”的智慧生态系统。银川实施以城市为单位的顶层设计，整合交
通、医疗、社区等各管理模块需求的信息资源，反馈到中兴公司研
究院，由研究院进行可落地创新研究并提出实施方案，通过相关产
业进行互联互通、数据融合、信息共享的业务协同，最后将实践经
验传递至国际/国内标准组织形成标准规范。
银川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还大力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为国内外提供了独特智慧样本。
自 2014 年开始，银川市针对百姓办事难、政府管理难的“痛
点”，实施了“办事场所和审批权”的集中改革，即通过审批权“归
零式”清理，剥离 26 个部门行政审批权并划转到行政审批局，实
现“一枚公章管审批”；审批过程采取信息化“留痕”，彻底消除滋
生“吃拿卡要”的土壤；经过“六轮瘦身”，审批办理法定时限压缩
了 86%，229 项实现了即办，103 项审批改为备案；通过采用流程
再造、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构建，实现 227 项由“一站式审批”转改
为“网上审批”和“掌上审批”，市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申请、审
批、颁证”一条龙服务。
（更多报道见第八版）

包容的世界经济描绘了新愿景。
这次峰会把改革创新作为会议的重
点议题，提出了推进改革创新的一系列
重大举措，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
的活力源泉。习近平主席在 B20 工商峰
会的主旨演讲中说：
“创新是从根本上打
开增长之锁的钥匙。
”
他在 G20 领导人峰
会开幕式上说：
“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
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中国
在规划杭州峰会议题一开始，就把创新
作为重要主题，提出要紧紧抓住创新、
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制定
切实可行的具体行动计划。中国推动
制定的《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获
得一致通过。这一蓝图其主旨就是要
以创新激发动力，
以改革带来活力，
通过
创新、
结构性改革、
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
革、
数字经济等新方式，
为世界经济开辟
新道路。
（下转第三版）

9 月 7 日上午，江西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内，红军后代、志愿者杨华接受采访团记者采访。

播 撒 希 望

本报记者

赖永峰摄

本报江西瑞金 9 月 7 日电 记者
陈静 刘兴报道：由中宣部组织开展
的“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
江西瑞金启动。这一采访活动旨在更
好地继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激
励全国人民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奋斗。
上午 9 点，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
“红军烈士纪念塔”前的草坪上，来自
全国各地近 30 家媒体的记者齐聚红
军广场，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
年“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仪
式。未来的一个多月里，记者们将沿着
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采访，用笔和镜
头讲述革命老区日新月异变化的动人
故事，描绘当地脱贫攻坚的崭新画卷。
启动仪式结束后，
采访团当即展开
采访。
记者们在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倾
听当地群众述说生活的巨大变化，
在红
井了解长征精神的传承和教育，在“长
征第一山”云石山寻访 80 多年前发生
在这里的故事，
在黄柏乡坳背岗脐橙基
地采访现代农业发展情况等。

收 获 明 天

——写在中国国际投洽会创办 20 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刚刚过去的
G20 杭州峰会收获了全球经济治理的
丰硕成果；秋天，也是播种的季节，即将
在厦门召开的第二十届中国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投洽会）上，全球资本也将
播撒丰收的希望。
投洽会是中国唯一以促进投资为
主的国际性投资促进盛会，也是通过国
际展览业协会认证的全球规模最大的
投资性展览会。投洽会着力打造政策信
息发布、双向投资促进、投资趋势研讨
三大平台，为与会者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投资促进
载体。
20 年来，
投洽会由闽南一隅的投资
洽谈会，逐步扩展到整个福建和全中
国，
中国大陆 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政
府悉数参会，
香港、
澳门均为成员单位。
在国际上，投洽会的影响力也越来
越大。2002 年，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
会作为投洽会的首家协办单位，参与投

洽会的组织与推介工作。接着，联合国
贸发会议、联合国工发组织、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
也相继参与协办投洽会的组织工作。
2013 年，WTO 正式成为投洽会国际联
合主办单位。投洽会成为全球唯一由
六大国际组织联合参与主办的全球性
投资盛会，架起了一座中国与世界各国
加强合作、共谋发展的桥梁。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穆希撒·基
图伊评价说：
“ 投洽会已经取得丰硕成
果，越来越多的商界领袖来参加这一会
议，共同探讨在全球贸易以及投资当中
的重要问题，
分享商业机会。
投洽会就像
它的标识‘金钥匙’一样，已经打开了通
过投资来促进持续繁荣发展的大门。
”
20 年来，超过 200 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 30 万名境外客商参会，450 多家
世界 500 强企业、3200 多家跨国公司
参会或参展；3000 多位境内外嘉宾在
800 多场论坛研讨会上演讲。投洽会

数字经济提升转型新空间
——企业界人士热议习近平主席有关
创新增长方式重要论述

薛志伟
已经成为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风向标。
第一届投洽会合同利用外资数额只
有 62.19 亿美元，去年第十九届已经增
长到 352.9 亿美元，19 年来累计签约项
目达到 19406 个。丰硕的成果使投洽会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投资盛会。
投资项目对接是投洽会的首创，是
外商对华投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及第
三国投资的便捷、高效通道。每届投洽会
均围绕重点投资领域，通过展位对接、热
点对接、产业对接、专题对接、区域对接
等形式，发布撮合洽谈近 2 万场次，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个投资机构
和中国企业进场对接，累计签订各类项
目合同、协议金额超过千亿美元。
澳门宝龙集团就是项目对接会的直
接受益者。2004 年，该集团参加了第八
届投洽会，并在项目对接会上与安庆市、
郑州郑东新区和泰安市的项目方接触，
达成了合作意向，分别于 2004 年 12 月、
2005 年 1 月和 2005 年 4 月达成投资协

8 月末外汇储备较 7 月末下降 158.9 亿美元——

议，投资总额分别为 10 亿、15 亿和 12
亿元人民币。此后，宝龙集团又通过
项目对接会陆续和无锡、青岛、洛阳、
蚌埠、太仓和苏州等地合作，开发“宝
龙城市生活广场”项目，平均每个项目
投资额都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当前开
工的项目已超过 20 个。
“2016 国际投资论坛”主题为“新
理念、新发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
局”，会议期间还将举办“跨国公司座
谈会”
“国际产能合作研讨会”
“两岸经
贸合作与发展论坛”等主要活动。这
些投资专题论坛不仅是一场场国际投
资领域智慧分享的盛宴，更是当前全
球投资促进趋势的全景展示。
9 月 8 日 ，新 的 投 资 盛 宴 开 启 。
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达 13.8 万平方
米 ，6000 个 展 位 ，规 模 再 创 历 史
之最。
金 秋 季 节 ，让 我 们 期 待 更 大 的
收获。

2016 年上半年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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