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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记者白瀛）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联合创作的《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
总书记用典》将于8日至19日在央视综合频道晚间播出。节目从习近平
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的古代典籍和经典名句为切
入点，旨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阐释与广泛
传播。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节目分为《一枝一叶总关情》《治国有常民
为本》《国无德不兴》《国之本在家》《报得三春晖》《只留清气满乾坤》《绝知
此事要躬行》《腹有诗书气自华》《恶竹应须斩万竿》《天下之治在人才》《咬
定青山不放松》《天下为公行大道》12集，由“原声微视频”“思想解读”“经
典释义”“现场访谈”“互动问答”“经典诵读”六个环节构成。

前段时间，有些媒体出现中国经济可能存在滞
胀或者疑似滞胀的议论。其主要依据，一方面，源自
对部分食品价格和生产价格所作的片面观察；另一
方面，出于对外部环境变化可能造成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的担忧。但仅凭某些因素的某种变化，就推断
中国经济将出现滞胀，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换言之，

“滞胀”论调解读不了中国经济。
“滞胀”，在经济学上有着十分明确的理论含

义。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速变化，会对失业率和物价
产生此消彼长的影响。一旦经济“停摆”或增速下
滑，失业率上升，若物价也出现不降反升的异常现
象，就是“滞胀”。通俗地说，就是增长停滞与通胀并
存。那么，当前中国经济是否存在滞胀或疑似滞胀
的现象呢？大体可从3个方面加以重点观察：其一，
增长是否停滞；其二，是否出现通货膨胀；其三，失业
率是否高企。

首先，看增长。既要观察总量变化，又要分析结
构性因素的影响。从国内生产总值看，我国连续12
个季度经济增速都稳定在6.7%至6.9%的中高速区
间。从结构变化看，今年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增长
超过 10%，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都保持
8.8%的较快增长，明显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6.1%的增速。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也十分良好。事
实表明，尽管外部环境变数增加，但中国经济自我适
应能力和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并未因此受挫。宏观
上，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持
续，经济增长韧性强。微观上，伴随经济结构优化，
经济运行微观基础改善，越来越多的企业自我调节
能力持续增强，市场回旋余地大。

其次，看物价。既要观察居民消费价格、工业品
价格和服务价格，也要观察相关货币政策。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处于合理预期之内，并未出现反常。从推动居
民消费价格上涨因素分析，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特别是猪肉和蔬菜价格
上涨比较多。以猪肉价格为例，自2017年2月份以来，猪肉价格持续走
低，生猪的存栏、出栏量均有所下降，加之个别地区发生疫情，猪肉供给减
少必然带动价格上涨。随着市场供求对这种周期性变化作出调整，猪肉
价格还会重新企稳。从非食品因素来看，我国工业产品供过于求的状况
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伴随服务业持续较快发展，服务消费价格将
呈温和上涨态势。与此同时，当前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并不存在催生通胀
的危险内因。

第三，看就业。无论增速或物价是否存在波动，只要就业稳定、失业
率较低，经济就不会出现大问题，这是当下判断中国经济基本面非常重要
的一个观察点。公开数据显示，今年 8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0%，比上个月和上年同月均回落0.1个百分点，特别是25岁至59岁主要
就业人群调查失业率是4.3%，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不
仅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而且经济运行基本态势为持续扩大就业提供了更
多可能性，经济增长质量也是比较好的。

综上所述，当前的经济增速、物价和就业指标，都清晰表明中国经济
并不存在滞胀或疑似滞胀现象，社会上的种种猜疑与担忧可以休矣。不
过，“备预不虞，为国常道”，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底线思维，及时捕捉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中的微妙变化，提前作好应对各
种风险挑战的准备。当前，伴随外部环境明显变化，一方面，要密切关注
推动价格上涨的输入性因素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包括上游产品价格变
动可能带来的传导压力；另一方面，要辩证分析、正确判断中国经济基本
面，及时澄清各种舆论误导，积极引导社会预期，把信心付诸行动，努力保
持经济平稳健康增长，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的飞跃。

《百 家 讲 坛》将 播 出 特 别 节 目
《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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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4万亿元

市场兴旺消费升级势头不减
本报北京10月7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据

商务部监测，10月1日至7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
业实现销售额约1.4万亿元，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同
期增长9.5%。“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消费市场保
持平稳较快增长，消费升级势头不减。

黄金周期间，吃穿用等传统消费提质升级。
各地有机食品、时尚服饰、金银珠宝、超高清电视、
智能手机、智慧家居用品、绿色家装材料、汽车等
商品销售红火。一些重点监测企业大屏幕高清电
视销量同比增长5倍以上，洗干一体机、净水器、健
康空调、智能马桶盖销量同比增长1倍至2倍。

黄金周期间，各地婚庆喜宴、家庭聚餐市场红
火，大众化、特色化餐饮广受青睐。陕西、江苏、湖
北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3.2%、12.6%和 12.5%。北京老字号餐饮生意火
爆，午餐翻台率在2次以上，晚餐翻台率达到3次
以上，一些企业营业额增长超过10%。

文化、旅游、体育等新兴消费亮点纷呈。旅
游、看电影、观演出、逛博物馆、泡图书馆等过节方
式成为潮流，人们纷纷走进剧院、博物馆、科技馆、
图书馆，陶冶情操、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据文化
和旅游部测算，国庆假期，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7.26亿人次，同比增长9.4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5990.8亿元，同比增长9.04%，个性化、定制化、高
品质旅游产品受到欢迎。

黄金周期间，线上线下融合、智慧商店、移动
支付、绿色共享等新模式蓬勃发展，品质化、个性
化、体验式消费引领潮流。黄金周前6天，一些电
商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20%以上，一些网络订餐
平台订单数同比增长50%以上。北京众多餐饮企
业通过第三方外卖平台扩大消费群体，利用微信、
手机APP等与消费者互动，受到年轻人欢迎。一

些短租平台共享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5倍，一些线
上旅游平台定制旅游销量增长50%以上。移动支
付日益普及，消费者用一部手机就能解决吃住行、
游购娱等各类需求。

据了解，今年“十一”黄金周各地生活必需品
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体平稳。分品种
来看，粮食价格保持稳定，36个大中城市大米、面

粉价格均与节前一周持平。食用油价格略有波
动，其中豆油价格上涨 0.3%，菜籽油价格下降
0.1%，花生油价格持平。肉类价格有涨有跌，其中
猪 肉 价 格 下 降 0.1% ，牛 肉 、羊 肉 价 格 均 上 涨
0.6%。禽产品价格小幅波动，其中白条鸡价格上
涨 0.2%，鸡蛋价格下降 0.3%。蔬菜价格有所上
涨，30种蔬菜平均价格上涨1.3%。

40年前，深圳是一个封闭落后的边陲农业县，
产业以农业为主，工业几乎是“一穷二白”。改革开
放以来，尤其是1980年成立经济特区以来，深圳发
展迎来了大飞跃，GDP 从 1981 年的 4.95 亿元到
2017年的22438.39亿元，增长了4500多倍，年均
增长超过20%，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深圳经济的跨越式增长源自其根植于基因里
的创新密码。从40年前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一家
科研院所、科技资源几乎为零到目前拥有 5G 技
术、石墨烯、太赫兹芯片、新能源汽车、柔性显示等
一系列高新技术，深圳走在了世界创新前沿。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深圳还崛起了华为、中
广核、腾讯、比亚迪等一批各领域内的世界领先企
业。如今的深圳，已走出了一条从跟随模仿式创
新迈向源头创新、引领式创新的跃升之路，成功跻
身于全球创新价值链中，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

六个90%成就“创新之都”

在深圳，有一组引以为傲的数据：90%的创新
型企业为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
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
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
业承担。这“六个90%”来自于科技重镇——深圳
南山区的总结。南山区委书记王强说：“南山企业逐
渐在世界创新版图中崭露头角，得益于南山区始终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把创新作为从根本上打开增长
之锁的钥匙，发展新动能强劲迸发。”

目前，南山区累计培育上市企业已达148家，
居全国区（县）第二位。9月17日，由赛迪顾问发
布的《2018年中国百强区发展白皮书》显示，南山

区位列2018年中国百强区之首。9月21日，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
2017 年深圳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位居全国十强之
首。这是南山区的创新特色，也是深圳创新的精髓
所在。

在深圳福田保税区，有一个占地2300平方米的
人体细胞科技展览馆。走进展览馆，观众可通过模型
展示、机器人、全息影像、影片播放等现代科技手段全
面了解人体细胞知识、人体细胞技术原理、细胞技术
应用等现代生命科技前沿内容，同时还可参与细胞实
验室参观、科普互动游戏等兼具趣味性、互动性和科
技性的科普教育活动。

这间展馆作为深圳市的科普教育基地，由免疫
细胞领域龙头企业——深圳市合一康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 3000 多万元建成。据合一康公司
CEO罗晓玲介绍，展览馆的建成，不仅能更好地开展
科普，也是合一康近年来创新发展成果的具体体
现。据了解，这家企业不仅是深圳市4项细胞治疗技
术质量标准中2项标准的制定者，也是国内目前唯一
以免疫细胞储存获得美国AABB国际权威认证的细
胞储存专业机构。罗晓玲表示，对企业发展而言，技
术创新是核心，质量安全是基础。只有秉承科学严
谨的治学态度，将技术进行产业化转化，方能生产出
安全有效、服务于消费者的产品。

统计显示，2017年，深圳市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
9183.55 亿元，增长 13.6%，占 GDP 比重为 40.9%。
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先进制造业增加值为3238.32
亿元，增长 9.8%，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69.9%。深圳产业结构已呈现出经济增量以新兴产
业为主、规模以上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
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三个为主”的鲜明特征。以合

一康为代表的生命健康产业正是深圳未来产业发
展的典型代表之一。如今，深圳梯次型现代产业体
系初显成效，创新型经济已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

“主引擎”。

一流创新源自一流呵护

如果说30多年前“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象征；那么如今“一天46件发明
专利”的“新深圳速度”就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从重发展速度向重发
展质量迈进的新标杆。

深圳知识产权局统计显示，2017年，深圳国内
专利申请量为 177103 件，同比增长 21.89%；深圳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 20457 件，占全国申请总量
的 43.07%，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位居首位。全国企
业专利申请量前10名中，有8个来自深圳，其中，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申请3850件，居全国第一。南山
区2017年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过1万件，占全
国四分之一，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339件，是全
国平均水平的40倍。

“艾娃艾娃，开始迎宾。”在深圳市神州云海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展览大厅，机器人“艾娃”随着工
作人员的吩咐应声启动：“我在，好的，我去迎宾
了。”白色的人型机器人在展览大厅内行走，带领来
宾开始参观。 （下转第三版）

深圳深圳：：创新铸就创新铸就““奇迹之城奇迹之城””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杨阳腾

10月7日，小朋友和家长在郑州科技馆里体验“翻转的镜像”。“十一”假期，许多小朋友走进郑州科技
馆，体验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学习科普知识。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历

程。一个个城市迅速崛起，一个个企业发展

壮大……广大干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奋发图强，开创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今日起，本报开设“百城百县

百企调研行”专栏，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以及亿万人民在改革开放事业中

的主体地位和伟大创造力。

开 栏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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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汇市场继续保持总体平稳态势

风清气正 节俭度假

年内第四次降准落地

混合现实：打破真实与虚拟之间的墙

扶贫产业发展要“戒急”走稳

逸思争流，高品间出 16版

图为深圳市南山区城区一角。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