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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党的十九大特稿·中国经济十大看点④ （详细报道见第五版）

五年耕耘，硕果累累；砥砺奋进，
成就辉煌。金秋时节，各地干部群众
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也在满满当当的
获得感中喜迎党的十九大。广大干部
群众纷纷表示，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和昂扬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撸起袖
子加油干，以实际行动向盛会献礼。

生产线上做贡献

10月10日，记者走进潍柴集团
宽敞明亮的车间，在一条条生产线
上，工人们正紧张地操作机器。
正在观察生产线运行情况的王

树军对记者说：“党的十九大很快就
要召开了。我们潍柴职工，要用最高
端的产品、最优质的服务，迎接盛会
召开！”
王树军是潍柴老员工、老模范。

他说，今年“双节”期间，潍柴所有生
产线都在满负荷运行。以前企业年
销售额过百亿元就了不起了，集团今
年上半年销售额突破千亿元，不过就
是十来年时间！而发展最快最好的
就是这5年。
走进潍柴全球运营中心，大屏幕

上，远在白俄罗斯的胡海华正在与中
心讨论项目问题。这位年轻的“80
后”，是潍柴中白（中国—白俄罗斯）
合作MAZ项目总经理。

通过大屏幕，胡海华接受了记者
采访。他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给企业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在
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
潍柴或实施并购，或建立新公司，企
业加大了对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力度。
胡海华说：“我们远离祖国，但每天都
关注着祖国，期盼着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在这里，我们团队一定要以一
流业绩，为潍柴争光，向党的十九大
献礼！”

“扶贫林”里说期盼

在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河北临城
县绿岭核桃生产基地，20多万亩核
桃果林铺满了沟谷山岭，枝头果实
累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自从我们绿岭
集团的精品核桃生产基地竣工投
产，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我们感受更
加深刻。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
间，我们公司的销售收入增加了3
倍以上。因此，我们深感党在新的历
史时期确定的发展理念符合客观实
际，制定的政策举措深得民心。”正
在该生产基地指挥农民采收核桃的
绿岭公司董事长高胜福这样说。
目前绿岭公司已经发展自有种

植基地 1.8 万亩，每年出产核桃苗
600 多万株。全县 85 个贫困村的
6000多农户参与到了企业产业化进
程中，带动他们种植核桃24万亩，农
户人均年增收3000多元。
高胜福满怀希望地说，“我们期

待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也期盼大会
能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多利好”。

矿区改革红利多

“开饭了，开饭了！”10月10日，
在宁夏双马煤矿职工食堂，随着这一
声喊，食堂里立刻热闹起来。
“我们这些煤矿工人生活真是步

步高！”掘进队的杨红军喝了一大口
羊汤，打开了话匣子。首先奋战在一
线的矿工收入提高了。由于这里实施
全新的分配机制，一线矿工比机关人
员每月多拿1000元。其次生活环境
更好了,矿区新建的宿舍楼，两人一
间，配有电视、空调和淋浴室。
“这里是个新矿区。”王立峰矿长

向记者介绍，2016年5月投入试生
产，集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年达产
400万吨。
“一切靠深化改革！我们按照‘精

干机关，压缩后勤，控制辅助，保障一
线’的工作思路，通过‘合岗定编’和
‘职能转换’实现机构设置和人力资
源最优配置。”王立峰说。
“是党的政策好，国家发展快，

我们这些‘煤黑子’才过上好日
子，这个月开始一线员工每人每月
还要涨300元工资。”双马煤矿党委
书记丁玉征说，“我们也要继续努
力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时代和实践的

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

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最新实践

结合起来，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

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理

论观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理论创新，形成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

学，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写了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具有鲜

明的时代性实践性，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实践为对象，提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战

略、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路径、

发展政策。特别是根据新的时代特

点和发展阶段变化，作出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

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将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作为经济工作方法论，形成

了新常态、新理念、新战略、新路径、

新政策、新方法的逻辑体系，为我国

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变局和

国内“三期叠加”带来的错综复杂变

化中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局面提

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一、对我国经济发
展作出进入新常态的重
大判断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对我国

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重大判断，揭

示了增速换挡是新常态的外在表现

形式，本质特征是结构调整和发展方

式转变，带来的是我国经济发展向更

高阶段迈进的战略机遇。

新常态是对经济发展阶段性

变化的重大判断。2008年爆发的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自二

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

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

生产大幅回落。与此同时，我国经

济发展内在条件深刻变化，劳动年

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

逐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

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在外

部冲击和内在条件变化的交互作

用下，我国经济增速从 2007年的

14.2%放缓至2008年的9.6%和2009

年的 9.2%，之后，进一步回落到

2016年的6.7%。 （下转第二版）

在实践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

﹃
始
终
同
人
民
想
在
一
起
、干
在
一
起
﹄

——

中
国
共
产
党
率
领
亿
万
人
民
实
现
中
国
梦
的
政
治
本
色
与
力
量
源
泉

这5年来，企业感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便利。以往办一个营业执照
动辄1个月，要跑十几个部门，提交
一大堆材料，现在，企业注册已经习
惯了跑一趟窗口、填一张表格，甚至
动动鼠标键盘，三五天就能拿到营
业执照加许可证。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全球

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便利
度近3年来在全球跃升了18位，平
均每年向前跨升6位，其中开办企
业便利度大幅上升31位。
我国自2014年正式启动商事

制度改革。随着“三证合一”“五证
合一”到“多证合一”改革任务的展
开，部门手中权力和相关利益大幅
“割肉”，激发了广大市场主体活力
和社会创造力，把推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引向深入。

创造方便：好环境迸发生产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撸起袖子加油干 满怀信心向未来
——各地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喜迎党的十九大

开栏的话 盛世逢盛会，喜迎十九大。在党的十九大即将隆重召

开之际，本报记者分赴祖国各地，深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农林牧区、

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沿海侨乡，走进田间地头、街道社区、工矿企业、边

防哨所、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采访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喜迎十九大

的期盼心情和实际行动，见证全国各族人民爱党护党跟党走的坚定决

心和对国家繁荣稳定发展的满满信心。即日起，本报开设“十九大

时光”专栏，连续集中报道这些来自基层一线的现场见闻。

历史的回声总是铿锵有力。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
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同中外记者见面，铮铮誓言响彻中华
大地。1500余字演讲中，19次提到
“人民”。

从那至今的五年中，“人民”始终
处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治国理政的中心位置，始终贯穿于一
系列重大战略举措、重大方针政策、
重大工作之中。
从那至今的五年中，为了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党解决了许多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
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五年后的今天，党的十九大召开

在即。这个有着8900万党员的世界
最大执政党将率领13亿人民，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历史再次迎来了关键的时刻。7

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意
味深长的号召：“确保党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
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
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一种力量穿越时空，一个真理启

迪未来。
近百年的苦难辉煌昭示：只要我

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同
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
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始终同人民想
在一起、干在一起”，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
政治本色，是“中国之
治”的“政治密码”

10月1日，美国拉斯维加斯响起
枪声，59条生命戛然而止，举世震惊。
类似事件绝非个案。近年来，一

些西方国家治安状况恶化，经济复苏
乏力，政坛恶斗加剧，社会分裂加深，
恐怖袭击频发……西方模式正面临
严峻挑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国际影响力不断迈上新台阶，人民获
得感大大增强。
很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西方之乱、中国之治”背后根源何
在？中国共产党又拥有怎样的成功密钥？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分析说：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

利益党”，国家政策容易陷入政党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撕扯之中。
而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这使得她成为世界上战略规
划与执行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改革创新能力最强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治国理政的鲜明政治本色。”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这，正是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的关键密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五年来治国理政的实践给出了有力

回答。
——全面从严治党，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此赢得民心。
“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
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
导核心。” （下转第三版）

□ 本报记者 单保江 雷汉发 许 凌

10月11日，设在北京梅地亚宾馆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新闻中心正式启动对外接待服务，为采访十九大的境内外记者发放采

访证件、受理采访申请、安排参加大会采访活动等。图为记者在现场采访

拍摄。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十九大新闻中心正式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