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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华林 沈则瑾

上海：深学笃用 勇敢探路
“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科学发展先行者”是习近平总书记寄
予上海的责任和使命。近年来，上海
深学笃用，勇敢探路，努力实现改革开
放的新突破，在诸多领域均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

以创新促发展
“我很幸运，赶上了国家造大飞机
的时代。”胡双钱是中国商飞上海飞机
制造有限公司数控机加车间钳工组组
长。2014 年 5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时，他作
为劳模代表受到总书记接见，亲耳听
到总书记说
“把大飞机搞上去”
。
“当时
听了真是信心百倍，这是了不起的国
家战略。”胡双钱说。
大飞机被喻为“工业皇冠上的明
珠”。中国商飞公司介绍，为了早日拥
有这颗“明珠”，中国商飞公司最大限
度地聚集和利用国内外资源，建立了
多专业融合、多团队协同、多技术集成
的协同科研平台，联合清华、上海交

大、北航、西工大等国内 36 所高校参
与技术攻关和研发。
今年 5 月 5 日，我国首架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在上海浦东机场冲上云霄，成
功完成首飞任务，圆了国人期盼半个
世纪的“大飞机梦”，这也意味着中
国将跻身美国、英国等少数能自主制
造大型客机的国家行列中。
“目前 C919 飞机的市场订单已
有 730 架。”中国商飞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航空
科技的溢出效应大，大飞机项目覆盖
面广，可以带动更多制造业行业的发
展，促进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
突破，对产业升级、形成国民经济增
长点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2016
年至 2020 年，浦东将着力发展航空
及相关企业 200 家，实现航空主营业
务产值 1000 亿元，形成大型客机年
产 150 架的能力，累计投资规模可达
1200 亿元。
抓住了高新技术创新，就抓住了
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但上海的雄心并不止于大飞机，还要
借助航空科技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上海
在新材料、智能制造、高端医疗器械、
北斗导航等领域系统布局，推进成果
产业化。如今，上海提出制造业再跨
出一步，走向高端、走向前沿。未来 5
年，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将占
全市生产总值的 20%以上，战略性新
兴产业制造业产值将占全市工业总产
值的 35%左右，上海将成为全国创新
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以开放促改革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投资逾
10 亿元的上海国际艺术品保税服务
中心正在加紧建设，其建筑体量达到
6.83 万平方米。
“这是上海自贸区国际
艺术品交易中心艺术品仓储的二期工
程，竣工后将成为全球面积最大、设施
先 进 、服 务 专 业 的 艺 术 品 综 合 服 务
体。”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海）副
董事长、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

展公司总经理胡环中说。
艺术品交易是文化贸易的一个热
点。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际
艺术品交易中心考察时，勉励我们为
实施国家文化战略、推动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发展多作贡献。”胡环中说，
近年来，交易中心不忘总书记的嘱托，
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海关特殊监管区
优势，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推动
优秀文化产品走出去、引进来。2016
年，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文化贸易
额超过 300 亿元。
艺术品交易中心业务的活跃，得
益于制度的不断革新。胡环中介绍，
依托自贸区海关在文化艺术产业方面
的政策开放，交易中心将“先进区、
后报关”“保税临时出区展示”等便
利化措施创新运用在艺术品通关，最
大限度为艺术品交易提供便利。现
在，如果艺术品以暂时进出境方式进
入保税区域，可以在不缴纳进口环节
税费的情况下，无期限存放在保税
仓库。

（下转第二版）

9月23日，“秦旅
山海号”旅游列车停
靠在秦皇岛市东徐庄
景区车站。
当日，河北省秦
皇岛市“秦旅山海号”
旅游列车搭载乘客在
改造修建完工的山海
旅游观光铁路上进行
项目观摩测试，为正
式开通运行做准备。
列车最高时速为60公
里，可同时容纳 436
名乘客。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本报广州9月23日电 记者
庞彩霞报道：经国家统计局核定，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最近，
厦门同安金光湖生态旅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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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化产业全国居首

企业利润增幅 5 年来同期最高有看点

税费改革为企业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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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超 4000 亿元

前 7 月同比增长 21.2%——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工业企
业财务数据。今年前 7 个月，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2481.2
亿元，同比增长 21.2%，增幅创下自
2012 年以来同期最高。
今年各月份，
规
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增幅均在 20%以
上，
大大高于去年全年 8.5%的增幅。
利润累计增速处于高位，与去年
同期基数因素有关，更与我国全面深
化改革，特别是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
释放发展新动能等密切相关。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由中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意大利
参议院、中国驻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大
使馆主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意大利
文版和阿尔巴尼亚文版首发式近日分别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和阿尔巴尼亚首都地
拉那举行。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两国政
要分别在首发式上致辞并为新书揭幕，
两国政界、经济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
人士出席首发式。首发式活动在两国引
起热烈反响。
当地时间 9 月 20 日，
《习近平谈治
国 理 政》意大 利 文 版 首 发式 在 罗马 举
行。意大利参议院议长格拉索在致辞中
说，习近平主席在这本书中深刻阐述了
中国的前进道路和发展模式，针对深化
改革、可持续发展、惩治腐败和外交政策
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充满智慧的“中国
方案”，值得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各国认真
学习。当前，意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快
速发展，意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致
力于深化对华合作。相信意中两国将继
续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瑞宇致辞表
示 ，当 前 中意 关 系 正 处 在历 史 最好 时
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意大利文版的
发布可谓恰逢其时。通过这本书，意大
利朋友可以更好地读懂中国。
当地时间 9 月 22 日，阿尔巴尼亚总
统伊利尔·梅塔在地拉那举行的《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阿尔巴尼亚文版首发式上
致辞并为新书揭幕。梅塔在致辞时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尔巴尼亚文版的
出版，有助于阿尔巴尼亚学者、外交官等
专业人士以及广大普通读者更好地认识
并深入了解当今中国，包括中国领导人
治国理政的哲学思想、改革举措和中国
坚持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雄心壮志及
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等。目
前阿中关系日益密切，各领域互利合作
全面展开。双方高度重视在
“一带一路”
倡议、
“16＋1 合作”框架下发展经贸关系，因为这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
开创了新的前景。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姜瑜表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尔巴尼
亚文版的出版将增进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推动
“一带
一路”框架下的民心相通，进一步促进中阿友好与合作。
中国外文局局长张福海在两场首发式上分别致辞说，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一书是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寻找中国问题
答案的一把钥匙。相信意大利文版和阿尔巴尼亚文版的出版将为加深
中意、中阿友谊，扩大双方交流合作谱写新篇章。
张福海还分别向格拉索议长和梅塔总统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意大利文版和阿尔巴尼亚文版新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一书收录了习近平主席自 2012 年 11 月至
2014 年 6 月的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 79 篇。截至
目前，该书已出版 23 个语种，在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 650
万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意大利文版和阿尔巴尼亚文版由中国外
文出版社分别与意大利君提出版集团和阿尔巴尼亚凡·诺利出版社合
作翻译出版。

发有限公司意外收获了一份
“大礼包”
。
经过厦门市同安区国税局围绕发
票抵扣范围、税负监控等方面的辅导，
自去年 12 月至今年 8 月，金光湖旅游
公司在营改增后减税幅度达 46.75%。
拿到营改增带来的礼包，金光湖
旅游公司决定加大投资力度，打造集
“游、娱、吃、住、购”一条龙的服务链，
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厦门市同安区国税局局长张冀
说，营改增促进了房地产业、建筑业、
生活服务业、金融业的发展，许多劳动
密集型企业享受的减税红利也很大，
制造业进行技术改造的劲头更足了。
经济运行成本高是我国实体企
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把降成本作为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项重点任务之
一，营改增就是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的重要举措。自实施营改增以来，

我国已累计减税 1.61 万亿元。特别
是去年 5 月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
来，截至今年 6 月，营改增帮助企
业减税 8500 多亿元，实现所有行业
税负只减不增。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还进一步
清理规范了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自今年4月份起，
取消或者停征41项中
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将商标注册
收费标准降低 50%。
同时，
我国还创新
价格机制，
灵活有效地发挥价格杠杆在
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方面的作用。
以输配电价改革为例，今年上半
年，我国完成了两批省份的输配电价
改革，涉及 26 个省份，共计完成降价
380 亿元；降低了通过电价征收的政
府性基金及附加，降价金额达 160 亿
元；取消了通过电价征收的城市公共
事业附加，涉及金额 350 亿元；取消电
气化铁路还贷电价，涉及金额 60 亿

元；取消向发电企业收的工业企业结
构调整专项资金，涉及金额 390 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价格主管
部门的努力，我国已经累计减轻企业
负担 4000 多亿元。在国务院今年所
确定的全年减税降费超过 1 万亿元的
目标中，降低经营服务性收费任务是
1700 亿 元 ，目 前 已 完 成 超 过 1400
亿元。

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
前一阵子，河北秦皇岛茂业城市
综合体项目施工图送审时发现手续不
全，秦皇岛市政务服务中心启动了
“容
缺受理”机制。针对茂业集团施工图
的问题，他们协调建设、规划、国土等
部门提前介入，在最短时间内帮助企
业完成了审查。

（下转第四版）

2016 年，广东文化及相关产业增
加值达 4256.63 亿元，首次突破
4000 亿元，同比增长 16.67%，增
长速度为 5 年来最高，
占全省生产
总值比重上升到 5.26%，
约占全国
文化产业总量的 1/7，
居全国各省
区市首位，已成为广东国民经济
重要支柱性产业。
据介绍，2016 年广东以空前
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创新，
推动文化
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有效供
给。广州、
深圳国家级文化和科技
融合示范基地建设加速，
培育了一
批文化科技骨干企业，
发展了一批
全国领先的文化新型业态。互联
网文化产业发展迅猛，
涌现出一批
行业巨头。2016 年，广东数字出
版总产值 1800 亿元，位居全国第
一。动漫业总产值400亿元，
占全
国 1/3 强。网络音乐总产值约占
全 国 1/2，是 领 跑 全 国 的“ 火 车
头”
。游戏业总收入1345亿元，
占
全国总量的 73.4%，
占亚太地区的
37.5%。游艺游戏设备生产和演
艺设备制造产值占全国4/5。
为了解决文化产业发展的资
金问题，
广东相继组建了广东省新
媒体产业基金、
广东南方媒体融合
发展投资基金和全媒体文化产业
基金 3 只百亿元量级基金，
还成立

了总规模50亿元的珠影越秀影视
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等，
为文化
产业转型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广
东省委宣传部还与上海浦发银行
签署 500 亿元投融资额度的《
“文
化+金融”
战略合作协议》，
在多个
领域深度合作。持续开展文化金
融融合发展试点，
促成金融机构对
全省文化企业累计授信超过2000
亿元。全省文化产业投资快速增
长，
仅2016年上半年，
全省文化创
意和设计服务投资增长30.4%，
广
播影视投资增长达到175.1%。
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
了文化产品的出口。2016 年，广
东文化产品进出口达 437.9 亿美
元，其中出口 418.1 亿美元，居全
国榜首，
实现贸易顺差 398.3 亿美
元。全省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文化
出口体系，出口覆盖 1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在出版、动漫游戏、创
意设计、文化设备制造等领域培
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点
出口企业和品牌，仅游戏业出口
营收就达 176 亿元，出口的国家
和地区有 100 多个。
广东新媒体拓展海外市场也
取得突出成绩，UC 浏览器服务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用户过
亿，在印度和印尼两地市场份额
分别达 55.4%和 47.5%，
成为中国
互联网国际化领先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