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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看”的嘹亮号角，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庄严宣示，中国改革开通途、行大
道，四十而不惑。

回首40年前那一场伟大的历史转折，紧
闭的大门吱呀推开，天风海雨扑面而来。自
此，改革开放成为这个东方古老大国最为鲜
明的标识。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昌盛，从温
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从“站起来”走向“富起
来”“强起来”，社会主义中国在广泛而深刻的
变革中，探寻出一条生气勃勃的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奇迹。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人对人类政
治哲学的最高概括。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最
大的民心永远是生活的富足、安宁、和谐。人
心思富、人心思定、人心思安，以最大的民心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人点亮了照
耀征程的兴国之光，在高扬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一路奋进、攻坚克难，
走向复兴、走向辉煌。

实事求是，人民至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坚实内核。今天，当我们来到改革
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重温光荣与辉煌，
思索这个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蕴
藏着怎样的真理力量；也留下追问，这个决定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将怎样继续推向前进？

忆往思今，弥足珍贵。审视来时之路，方
知如何走向未来。

（一）历史的分量，不仅要以
长度，更要以厚度来衡量

折叠时空，重返 1978。其时，新一波全
球化正在兴起，西方世界掀起科技革命浪
潮，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谁也未能料想，
中国，突然敲响时代的大鼓。这个经历了百
年激荡的东方大国重返和平竞争的世界舞
台，并将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去收获辉煌的
明天。

这一年，一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
论引发巨大反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与日后的“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
切”等政治格言一并成为改革的思想奠基；这
一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相
继召开，人们张开双臂，迎接科学和教育的春
天；这一年，恢复全国性高考，人才狂潮喷涌，
龙虎之士辈出；这一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频繁
出访，沉重的国门一点点打开，对外开放成为
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变革每天发生，方向日益清晰。12月18日，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
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
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
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
泛、深刻的革命”。会议要求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这是一次伟大的转折、一次嘹亮的唤醒；这也是一次
艰难的转型、一次观念的重建。自此，中国开启了变革求
新、波澜壮阔的征程。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
展。40年栉风沐雨，遍神州春华秋实。

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
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
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不断涌现，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同时代航标灯，
引领改革磅礴前行。

制度创新闯关夺隘。我们成功实现了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大
力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时全面推
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
各方面体制改革，为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
谐稳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大国崛起全球瞩目。曾经负重踟蹰的
农业国，以年均经济增长约9.5%的速度（同
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2.9%），发展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
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拥有世界最大
规模中等收入群体为主要支撑的消费市场、
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130多个国家的主要
贸易伙伴，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
源、稳定之锚。

民生福祉大幅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持
续增长，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全面实现
9年制免费义务教育，社会保障覆盖城乡，健
康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人民生活从短缺
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全面小康，有了沉甸
甸的获得感。由于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社会大局在经济社会深
刻变革中始终保持稳定，成为党和国家在各
种风浪面前始终沿着正确航向前进的重要
保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
以不可逆转的决心和姿态，沿着走向伟大复
兴的“中国道路”奋力前行。40年，也许只是
历史的一瞬，却延展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
富传奇色彩的厚重篇章。

2012年12月8日，深圳莲花山公园。履
新不久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深情回顾：“当
年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
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邓小平同志不愧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今后，我们要坚持
走这条正确道路，这是强国之路、富民之
路。我们不仅要坚定不移走下去，而且要有
新举措、上新水平。”

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新时代。党的十八
大以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
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全面发力、整
体协同，各领域标志性、支柱性改革接续推
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改
革的广度、精度、力度、温度进一步彰显。
当不少国家还在为难觅发展新引擎而垂头
丧气时，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夯基垒台、立

柱架梁，向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断
奋进。

（二）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走自
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中
国创造的奇迹足以让世界惊叹。剖析这一奇迹发生的背
后，“中国为什么能”始终是萦绕在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下转第三版）

从 2016 年 3 月 AlphaGo 战胜
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让人工智能
走进大众视野算起，在两年多的时
间里，人工智能应用呈现爆发式
增长。

“去年业内谈论的焦点还集中
在技术本身，今年关注的方向就成
了‘赋能和落地’。”人工智能服务商
云从科技联合创始人温浩如是说。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企业
数量居全球第二，专利申请数全球
最高，预计到 2020 年，我国人工智
能市场规模可达1500 亿元到1800
亿元。

即使在全球领域，中国企业在
人工智能实际应用上的努力也有目
共睹，今年11月召开的第五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上，发布了15项“世界互
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包括360安全
大脑、小米面向智能家居的人工智
能开放平台、京东智能供应链技术
服务平台、百度阿波龙自动驾驶开
放平台等多项国内企业主导的人工
智能研发成果入选。

从识别“出发”

汽车挡风玻璃后摆着一个看似
普通的摄像头，但只要司机对着摄
像头连打两个哈欠，仪表盘上提示

“疲劳驾驶”的红灯就会亮起，车载
屏幕上同时跳出弹窗提醒。这是旷
视科技研发的智能车载识别系统，
可以用来监测司机的行为，保障驾
驶安全，而这项技术的基础就是人
脸识别。“包括人脸识别、物体和场
景识别、文字识别等，计算机视觉技
术是目前人工智能领域最为成熟的
技术之一。”旷视科技副总裁谢忆楠
告诉记者。

人工智能技术分为两大类，感
知和认知。主打图像与语音识别的
感知类应用，在现阶段最为成熟。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的
5.6 万名中小学生今年下半年用上
了教普通话的人工智能“老师”。这
个应用基于语音识别技术，能够对
孩子们的发音进行智能评测、打分、

并反复纠音。好未来集团总裁白云
峰对人工智能“老师”的教学效果颇
为满意：“一个月里，大山里的彝族
小朋友就掌握了200多个常用词汇
的普通话标准发音。”

刷脸支付、实时翻译、智能音箱
……“接地气”的感知类人工智能应
用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它们也成
为普通人与人工智能相遇相知的

“起点”。
识别这件事有多重要？它不仅

给普通人的生活提供方便，更让很
多行业面貌一新。医疗行业是图像
识别应用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拿
早期肺癌来说，一个肺部CT检查扫
描图片数量通常超过 200 层，人工
阅片费时费力，‘腾讯觅影’的人工
智能医学图像分析能力，能精确定
位3毫米以上的微小肺结节，对其良
恶性判别敏感度达到 85%，特异度
高达90%。”腾讯智慧医疗产品中心
副总经理周旋表示。

制造业同样在被“识别”改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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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
——关注人工智能发展系列述评之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2018 年 1 月起，北京以“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为抓手，探索推进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自此，来自街道乡
镇的一声“集结哨”，成为北京精细化城市
管理、攻克基层顽症沉疴的一剂良方。

作为首都城市治理改革的“1 号课
题”，“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
不仅使北京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至街乡，
更使基层党组织成为领导北京基层治理
最坚强的战斗堡垒！

基层探索吹响“集结哨”

横向部门合力不足，“五指分散不成
拳”；纵向基层力量不强，“看得见的管不
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管理执法衔接不
紧，“八个大盖帽管不了一个破草帽”……
提起城市基层治理中的诸多“难题”，很多
城市都有相似的感受。承载着社会各界
更高期待的北京也不例外。

怎样使基层治理更得力？北京市平
谷区金海湖镇一次关于“街道吹哨，部门
报到”工作方式的大胆探索，使存在多年
的盗采行为一朝禁绝，可谓“一子落定，满
盘皆活”，成为打开基层社会治理症结的
一把“金钥匙”。

金海湖镇位于北京最东端，此前“靠
山吃山”的粗放发展方式对环境造成较大
影响，并衍生出基层治理、环境保护、库区
整治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乡镇党委、
政府一直在管，但有责无权力不从心。”金
海湖镇党委书记韩小波坦言，他们过去常
常遇到联合执法联而不合的尴尬。

为根治顽症痼疾，平谷区创造性地开

展确保安全生产、安全稳定，打击金矿及
砂石盗采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双安双
打”专项行动，将指挥部设在承上启下、联
结四方核心枢纽位置的街道，16 个区级
职能部门一把手任指挥部成员和支部委
员，下沉到乡镇。

为期117天的专项行动中，乡镇每有
召唤，执法部门30分钟内到达指定点位，

“事不绝，人不撤”，把镇域内存在多年的
盗采行为连根拔起。

金海湖镇“蹚”出来的经验，被平谷区
委、区政府总结提炼为“乡镇吹哨，部门报
到”。一年多来，哨声响遍平谷，乡镇不再

“两头”受气。金海湖水质20年来首次达

到地表水二类标准；拆除违法建筑7.4万
平方米，新生违建“零增长”；肆虐多年的
盗采金矿、盗挖山体、盗偷砂石“三挖”行
为得到根除……

2017 年 9 月，北京市委将平谷区及
其他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做法总结
提升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作为2018
年全市“1号改革课题”，在16个区169个
街乡进行试点。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是城市基层治
理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北京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张革表示，这种工作机制，坚持党建
引领，形成到基层一线解决问题的导向，有
利于解决基层
治理难题，打通
抓落实的“最后
一公里”，建立
服务群众的响
应机制。
（下转第四版）

哨 响 人 到 满 盘 皆 活
——北京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覃皓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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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汪洋率中央代表团出席向广西壮族自治区赠送纪
念品仪式。这是汪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鹿心社一同为习近平总书记题词贺匾揭幕。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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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9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12月9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11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2.2%，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3个百分点。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5%，影响CPI上涨约0.49个

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2.1%，影响CPI上涨约1.68个
百分点。

11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
上涨2.7%，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6个百分点。其中，生产
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3.3%，影响 PPI 上涨约 2.47 个百分
点；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0.8%，影响PPI上涨约0.20
个百分点。 （详见五版）

11月份CPI和PPI同比涨幅双双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