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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桥、胡麻岭隧道、郑万铁

路、复兴号等超级工程惊艳世界，加快
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移动支付、共享单
车、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大显神
通，让百姓生活更加便捷……由中宣
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六集电视
纪录片《辉煌中国》日前在央视热播，
300分钟彰显中国五年辉煌。
全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脉络，分为《圆梦工
程》《创新活力》《协调发展》《绿色家
园》《共享小康》《开放中国》六集，全面
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厉害了我的国！”“为祖国骄傲！”

播出后，该片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热烈
反响。荧屏上呈现的一个个令人叹为
观止的“超级工程”、一项项震惊全球
的“世界之最”、一组组美不胜收的航
拍镜头，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怀。
“中国又收获了一个大国重器！

尖端技术如同粮食，端自己的饭碗才
会香甜。”当电视画面中出现国产大飞
机C919首飞成功的身影时，国家发
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
如此点评道。
作为创新案例之一的摩拜单车员

工也集体收看了纪录片《辉煌中国》。
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摩拜单车首席
执行官王晓峰收看后感慨万千：“近年
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式创新涌现，这
些中国式创新，在中国取得成功之后，
也开始走出国门。”
来自意大利米兰市的安东尼奥·

多托利正是中国共享单车的受益者。
他表示，中国开创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共享单车模式，已逐渐推
广到全球，引领着生活方式的变革。
“创新是我们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再次焕发出撬动地球的力

量。而作为中央企业的代表，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在当前波
澜壮阔的创新创业大潮中，坚持走高技术建设之路，以独占鳌头
的冶金技术自觉支撑起推动中国钢铁工业由大转强的国家责
任。”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得知《辉煌中国》纪录片播出的消息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文霭杰女士特意抽出时间观看了《协调发
展》这一集。她说，消除贫困是全世界面对的共同难题。中国最
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为全球减贫
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山西太原，一到晚上7点半，来自四面八方的出租车司机

不约而同地来到充电站，观看《辉煌中国》。听说太原的电动出
租车上央视了，大家纷纷表示要趁着充电和吃饭的空当，看看绿
色太原的飞速发展。太原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将全市8200多
辆出租车全部换成电动车，现在是全世界拥有电动出租车最多
的城市。
“前几年根本不敢穿浅色衬衣，半天就黑了。但是现在不

一样了，我们出租车司机全是白色衬衣，特别精神。”太原出
租车司机李怀利说，“电动车零排放，这是实实在在的改变和
舒心。”
家住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结古社区的次成，是玉树地震

后的搬迁户，这几年来的城市新生活让他对《共享小康》一集感
触最深。“以前在牧区，都是平房，每天见到最多的是牛羊，生活
方式单调。如今生活在城市，出门就有公交车，自来水通到了房
子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晚上吃完饭可以到小区的广场跳舞，
生活更加丰富了。”次成看过纪录片更增添了信心：“今后，还要
继续努力，早日实现我的小康。”
“我们党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

科技转化成果服务于民，让民生工程落到实处惠利于民。”江
西萍乡市纪委80后年轻干部许超宇说，纪录片让他感到振奋
和自豪，将以百倍的热情迎接新的挑战，为民族复兴、祖国圆
梦贡献力量。
一名微博网友说：“这几天在看《辉煌中国》纪录片，深感中

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我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辉煌中国你
我共筑，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还要继续奋斗、砥砺前行！”

文/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白 瀛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本报北京9月25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自今年8月15
日起，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等中央八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为
期40天的互联网低俗色情信息专项整治行动。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9月25日，全国共处置、删除色情低俗等有害信息
2000余万条，整治行动收到阶段性成效。
据介绍，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根据群众举报，组织多

个监测机构对多家重点网站、APP进行监测并开展信息鉴定
工作，目前已监测并鉴定5个批次涉30多家重点互联网企业
信息线索，包括门户网站、新闻客户端、直播平台、网络文
学、游戏、视频、论坛、应用商店等不同类型。
同时，各地“扫黄打非”办公室协调公安机关深入查办多

起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上海“友视”、湖南岳阳“狼
友”、湖北武汉“partylive”等7起直播平台传播淫秽物品牟
利案被列入全国挂牌督办案件；江苏徐州“5·26”利用QQ
群组织淫秽表演案、安徽铜陵“5·22”特大微信传播淫秽视
频牟利案等一批案件也被列为全国挂牌督办案件。目前，大部
分案件查办进展顺利，不少已取得了重要突破。
专项整治行动中，各大互联网企业也在相关部门督促下，

积极履行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清查低俗色
情等有害信息。目前，大多数网站都在首页等重要位置设置有
害信息举报入口，并针对网民开展宣传教育，引导网民远离并
抵制低俗色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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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低俗色情信息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
清理有害信息2000余万条

本报伦敦电 记者蒋华栋报道：日
前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系列文章，肯定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认为中国经济的
成功转型和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经济
的可持续性和动力，还提升了地区和全
球市场的风险抵抗能力。
在题为《中国经济缓解朝鲜危机焦

虑》的文章中，作者表示，在朝鲜与美国
对峙的当下，地区和全球市场并未发生
大规模冲击和波动，中国经济的企稳功
不可没。
文章首先表示，在当前东北亚地区

地缘局势紧张背景下，金融市场似乎出
现了与政治脱钩的情况。以地缘政治危
机中心之一的韩国为例，其股市仍然活
跃，今年已累计上涨近20%。韩元表现坚
挺，今年韩元对美元汇率已上涨逾5%。
从更大范围的全球市场来看，这一

脱钩情况在外汇市场表现得尤为明显。

传统避险资产的美元在今年已经下滑
10%，触及近3年来最低点。同样处于危
机核心地区的日本表现则相反，日元今
年以来已经升值了约6%。除了外汇市
场对朝鲜核威胁的反应令人匪夷所思
外，全球股市也持续高涨，纽约标准普
尔500指数近期再创收盘新高。
文章强调，市场没有陷入恐慌，可

以从中国身上找到合理的解释。今年以
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涨近7%。传统
看法认为这确实归因于美元疲软。但实
际上或许更有说服力的是人民币升值
反映出中国经济在持续走强。
有部分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强化了跨境资
本流动的管理，但这一说法忽视了中
国明显优于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基本
面。尽管中国国内债务仍然较高，但鉴
于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利差日益扩大，
且在减缓企业债务累积上取得了不小
进展，人民币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因
此，对市场来说，中国经济的稳定表现
将继续为亚洲地区的投资者带来更好

消息。
中国经济基础面的企稳不仅表现

在总体增速的改善，同时也体现在消费
等经济新动能的强势和潜力上。日前，
《金融时报》发表题为《被忽视的中国消
费》的一文中强调，中国国内消费未来
增长潜力巨大。
文章认为，按照当前的速度，中国人

均GDP跨过高收入门槛将在8年内实
现。同时，考虑到当前中国家庭负债率较
低，未来中国家庭消费信贷增长潜力巨
大。因此，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比例
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消费动力强劲。
中国消费动力首先来自于中国家庭

收入的提升。文章说，2017年上半年，中
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为7.3%，高于同
期经济增速6.9%。前7个月内新增就业
岗位数量为855万个；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印度，印度虽然需要大规模就业
机会以吸收庞大的待业青年群体，但是
其年均新增就业量只有100万。
在家庭收入提升促进居民消费之

外，中国收入分配公平度的改善也意味

着中国未来消费动力的可持续性在不
断提升。文章分析，近年来，中国政府在
社会保障领域的投资大幅提升，越来越
多的资金投入到养老金、医疗和教育领
域。文章引用摩根大通银行评论认为，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可支配收入
在近十年来是稳步增长的。
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器作用

不仅体现在基础面的改善上，同时也体
现在中国金融风险的不断下降方面。
《金融时报》近期发表文章介绍国际评
级机构惠誉报告显示，中国总体金融安
全状况进一步改善。中国在限制高风险
短期融资方面正在取得积极进展。此类
别贷款未偿付余额10年来首次下降。
期限在3个月以内的贷款发放额在总
额中所占比例降至49%。
报告强调，目前看来，关于中国银

行业危机的那些预言是错误的。银行得
到雄厚存款和一个反应灵敏的央行支
持。中国央行在清理金融体系短期融资
风险的同时，通过特殊货币政策工具为
国内银行业提供了必要的流动性支持。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系列文章认为——

中国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器

本报北京9月25日讯 记者韩秉
志从民政部获悉：由民政部等八部委联
合开展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专项
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今年8月
底，专项行动共帮助68万多无人监护
和父或母一方无监护能力的农村留守

儿童得到有效监护。
近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召开农村留
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
专项行动推进会，对下一步持续推进专
项行动作出部署。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通过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得到有效监护
的68万多名农村留守儿童中，除12968
人由村居委会、515人由救助管理机构、
1323人由儿童福利机构提供临时监护
外，主要通过指定委托监护人或父母一

方返乡的方式落实监护责任。同时，各
级教育部门积极做好返校复学和户口登
记等工作，共帮助11821名失学辍学农
村留守儿童返校复学。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力争到

2017年底专项行动结束前基本杜绝农
村留守儿童无人监护现象，切实兜住农
村留守儿童安全底线，并尽快推动全国
留守儿童信息系统上线运行，及时采
集、录入、更新农村留守儿童动态变化
数据，实现精准关爱。

“把对党的感恩唱出来”，这是许多
维吾尔族同胞的共同心声和自发行动。
行走在天山之南，记者深深地感到：广大
维吾尔族同胞衷心拥护党的领导，衷心
感激党的民族政策和惠民政策。

惠民政策暖民心

“亚克西呀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学
校免了学费亚克西，农村合作医疗亚克
西，抗震安居工程亚克西，暖心惠民政策
亚克西……”9月20日上午，循着阵阵歌
声，记者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
县乌恰镇萨哈古社区文化大礼堂。
600多平方米的宽敞房间里，维吾

尔族艺人在台上载歌载舞，400多位维
吾尔族同胞在台下齐声配合，表达真情
实感。《党的政策亚克西》《九项惠民连
万家》……一支支歌舞尽情表达着对党
和祖国的由衷感恩。
“把对党的感恩唱出来，这是我们

大家的共同心愿。”社区民间艺人麦丽

耶木·买买提激动地说：“真诚的歌舞表
演让大家知道我们享受了这么多党的
好政策！”
麦丽耶木·买买提是歌曲主创人员

之一，从去年底开始，便联络多位民间
艺人，一起创作、编排、修改、演唱，吸引
了社区内数百名群众前来参与。
“这都是热爱艺术的民间艺人、老

干部、老党员的自发行为。”乌哈镇党委
委员玛日耶姆·艾海提表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行的9项惠

民政策，包括就业惠民、教育惠民、医疗
惠民、社保惠民、扶贫惠民、安居惠民、
暖心惠民、兴边惠民、安全惠民，全县不
折不扣地落实。比如我们实施的是15
年免费教育，包括学前3年、小学6年、
初中3年、高中3年。”阿克苏地委委员、
库车县委书记吴宕说。
“我享受了抗震安居房补贴3.2万

元，享受了居民重大医疗保险，真的感
谢共产党！”麦丽耶木·买买提说。

同心共筑中国梦

2015年8月，库车县乌尊镇玉奇喀
拉二村刺绣姐妹哈那依仙·艾尼瓦尔和
米热古丽·艾尼瓦尔，将历时两个月精
心绣制的“同心共筑中国梦”十字绣匾，

委托自治区党委敬献给习近平总书
记。9月20日，这个绣匾在北京举行的
《在祖国的怀抱中——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成立60周年成就展》中展出。2015
年国庆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邀请13
名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到北京参加
国庆活动，其中就有这对维吾尔族
姐妹。
姐妹俩从北京回来后，自发在乡镇

演讲，讲述党中央对新疆各族人民的亲
切关怀，讲述她们如何用好党的政策勤
劳致富。
在当地党组织的支持鼓励下，她们

姐妹俩带动周围几个村的维吾尔族姐
妹加入刺绣行列。她们于2015年底注
册成立了库车姐妹刺绣合作社，如今，
两姐妹还有自己的工作室，带动附近
200多名妇女实现就业。

全家永远跟党走

9月24日，阿克陶县托尔塔依农场
的一户农家小院里，载歌载舞的群众以
独有的方式，表达对党的好政策带来新
变化的欣喜之情。小院的主人是位维
吾尔族老人，他的汉语名字叫党培。
“我叫党丽，爸爸叫党伟，爷爷叫党

培。”年仅6岁的努尔曼古·库尔班，用

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记者说：“我问爷
爷为什么我家都姓党，爷爷说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他!”
“我家三代都姓党，我们全家永远

跟党走！”党培老人的话中流露出自豪
和坚定。他是孤儿，6岁时被送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儿童福利院生活。来自
上海的知青老师给他取的汉语名字“党
培”，并对他说：“共产党一定会把你培
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老人至今对这
句话记忆犹新。
沐浴着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党培

通晓维吾尔语和汉语，高中毕业后成了
兵团职工，后来调到阿克陶县托尔塔依
农场工作。
“过去我们住土坯房，睡大通铺。

现在住安居房，人人都有自己的房间。
过去用牛粪取暖，现在是村集体供暖,
而且家家都通了柏油路。过去生了大
病去县城得用毛驴车拉，路上颠簸得
很，现在有救护车很快就送到。对糖尿
病、肺结核等疾病，国家都有补助。大
病能报销70%。”党培老人对自己经历
的巨大变化如数家珍。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真心对党感

恩的，不仅仅是党培一家。采访中，记
者所遇到的维吾尔族同胞，无不为党的
民族政策和惠民政策点赞！

民政部：

已有68万多农村留守儿童得到有效监护

展 开 民 生 新 画 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赵淑兰

9月25日10时，龙海号国际冷链运输专列（齐齐哈尔至莫斯科）从齐齐哈尔站

集装箱货场发出，将经满洲里出境，终点到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这标志着全国首

趟赴俄国际冷链运输专列成功开行。专列全程7000多公里，预计10天到达莫斯

科。哈尔滨铁路局调运全新的15只符合国际联运标准的冷藏箱，并调配整列与之

相匹配的集装箱专用平车，确保将货品保质保量运送。 张 磊摄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孙瑞报道：2017黄河口
（东营）公路自行车赛9月24日举行。中国车手陈龙获得专业
组冠军，哈萨克斯坦的加茨基·帕威尔和青海车手于世杰分别
获得亚军和季军。
近年来，随着东营城乡生态环境的日益改善，自行车运动

蓬勃发展。据悉，东营将用3至5年时间，把黄河口（东营）
公路自行车赛打造成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一流品牌赛事，推
动东营自行车运动和全民健身事业快速发展。

黄河口（东营）公路自行车赛举行

我国首趟赴俄冷链
运 输 专 列 开 行

本报贵阳9月25日电 记者吴
秉泽 王新伟报道：由贵州省委宣传
部、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多
彩贵州网联合建设的“贵新发布”
APP9月25日正式上线运行。
据介绍，“贵新发布”APP依

托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全
省各地各部门信息平台，面向社
会、公众提供权威信息和政策解
读，以期实现“全网”“全屏”“全
媒体”同步传播，进一步提升贵州
新闻发布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公
众提供一个了解贵州、读懂贵州的
新窗口。
据了解，“贵新发布”APP共设

置“新闻”“NEWS”“直播”“扶贫
馆”“报名”5大功能板块。其中，
“扶贫馆”板块，尝试将电商扶贫与
外宣“结合”，助力贵州脱贫攻坚。
据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

任哈思挺介绍，2016年，贵州省出
台了《省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办法》，
首次从省级政府层面对新闻发布工作
进行了明确规范；制定的《省统计数
据新闻发布及解读管理办法》，为规
范化、专业化推进新闻发布工作提供
了制度支撑和政策依据。目前，贵州
已建立省、市（州）、县（市、区、
特区）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共有各
级新闻发言人 383 名、新闻助理
406人。

“贵新发布”APP上线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