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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
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
的历史性变革，科学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
势，发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政治宣言，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讲
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
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为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也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科学指南。

以党的十八大为新的历史起点，当代
中国又走过了 5 年征程。5 年来，民族复
兴的史册上，记录着一个又一个风云际会
的节点、战略布局的筹谋、实实在在的成
就。5 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推动发展的思路愈加明晰、理念不断创
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框架和思想
体系更加完备，各项事业全面推进。在行
之有效的改革和声势浩大的转变中，社会

主义中国走上了一条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全面进步的道路。

辉煌发展，举世瞩目。是怎样的探
索让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创造了“地球
上最大的政治奇迹”？又是怎样的实践
让一个东方古老大国一步步走近世界舞
台的中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
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
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
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
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
话中作出了这样鲜明地回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
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
础上的。它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
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
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实践，是近

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
条道路上，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
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
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实践证明，这是为中国人民创造
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使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拓展了发展中
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世界著名经济
学家罗纳德·科斯高度关注中国的改革
发展，认为“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
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都非常重要”。

“软实力”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让发展
中国家收益巨大，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
被很多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中国倡
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发展模式、对外
政策，会在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
响力和共鸣。这些评价，表明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越来越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

认同，也充分证明：治理一个国家、推动
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是只有西方
模式这一条道路，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
己的道路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适
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具有独特优势，
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旗帜决定纲领，旗帜引导方向，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引领我们进行伟大斗
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
大梦想的旗帜。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这
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
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对
于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意
义。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抓好各项决策
部署贯彻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
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高举引领胜利与梦想的伟大旗帜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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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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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记者曹
智 黄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7 月
31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和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
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洋溢着
节日的喜庆气氛。主席台帷幕中央悬挂着
巨型“八一”军徽，两旁是十面鲜艳的红
旗。“1927－2017”几个醒目的大字，昭示
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 90 年的光辉历
程。18 时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乐曲声
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大
厅，同1800余名中外来宾欢聚一堂。

招待会开始时，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
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致祝酒辞。受习近平
总书记委托，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装
警察部队官兵、预备役军人和广大民兵致
以节日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国防科技工业
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向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离退休老同
志、老战士、转业退伍军人、革命伤残军人
和烈军属表示亲切慰问，向获得“八一勋
章”的同志，向部队英模代表、全国双拥模
范代表、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代表致以
崇高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各
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
国驻华使节、武官和夫人及各位来宾表示
热烈欢迎。

常万全说，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
民军队，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立下
了不朽功勋。90年来，人民军队和平之师、正
义之师、威武之师的形象从未改变。

常万全指出，全军和武警部队要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决贯
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决完成党和人民
赋予的神圣使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招待会上，习近平等向军队离退休

老干部代表、“八一勋章”获得者、军队英
雄模范代表、老战士代表敬酒致意，庆祝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

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
和中央军委委员，曾担任党和国家以及中
央军委领导职务的军队老同志等出席招
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人民团体和北京市，以及军委

机关各部门、解放军驻京各大单位、武警
部队负责同志；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代表，

“八一勋章”获得者，老战士、烈士家属、移
交政府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老民兵和军
队英雄模范、全国双拥模范、全国模范军
队转业干部代表以及外国驻华使节、武官
和夫人等中外嘉宾。

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和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本报北京 7 月 31 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统计
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
采购经理指数。7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1.4%，比上月小
幅回落 0.3 个百分点，与上半年均值基本持平。制造业
PMI已连续10个月保持在51%以上，处在近年来相对较
高水平。

制造业 PMI 指数小幅回落，一方面由于目前指数水
平已经相对较高，波动难以避免；另一方面由于时下高温
多雨天气以及部分地区洪涝灾害，对短期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产生一定影响。

从分项指数看，同上月相比，采购量指数、购进价格
指数、出厂价格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
数、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有所上升，其余7个指数均有
所下降。

同日发布的数据还显示，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
指数为 54.5%，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但与上半年均
值基本持平，且连续10个月保持在54.0%以上的较高景
气区间，非制造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

（相关报道见第五版）

7月份制造业PMI为51.4%

本报北京 7 月 31 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张宝钧
庞曙光报道：日前，安哥拉国家铁路局、本格拉铁路局

和中铁二十局三方代表在安哥拉边境城市卢奥共同签署
移交协议，中国企业本世纪以来海外一次性建成最长的
铁路——本格拉铁路全线交付运营。

作为安哥拉有史以来修建的线路最长、速度最快、规
模最大的现代化铁路项目，本格拉铁路于2007年开工建
设，2014年8月13日全线完工，2015年2月14日通车试
运营。

从设计到施工，本格拉铁路全部采用了中国铁路建
设标准。钢轨、水泥等建筑材料，以及大部分通讯和机械
设备等都全部从中国采购，铁路投入运营后的机车、车辆
等也由中国企业提供。

铁路建设 10 年间，共带动进出口贸易额 30 多亿美
元，有近 10 万当地劳务工参加铁路建设，其中 1 万多名
工人顺利通过技能考核鉴定，成长为电焊、机械操作、通
信电务等不同专业的技工。

全部采用中国铁路标准建设

中企承建安哥拉本格拉铁路全线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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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点，是指尚未被满足，而又被广泛渴望的需求。
对于公路物流行业来说，这个痛点就是：车货信息不匹
配，导致空驶率高，运输成本居高不下。

货车帮瞄准的就是这个痛点，力图打通车与货之
间的信息障碍。受益于移动网络和终端的快速发展，
这个目标实现了：根据测算，因为提高匹配效率，减少
空驶率，仅2016年，货车帮就为社会节省燃油价值
615亿元，减少碳排放3300万吨。

货车帮的目标不止于此，他们在巩固其全国性车
货匹配平台的同时，延续其在车后市场的成功，大力发
展ETC卡、园区一体化、金融及其他车后服务领域，提
升公路物流每个环节的价值，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正如他们所言，“只要有利于降低公路物流成
本的事情，我们都要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