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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7亿多农村
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
长足发展，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
善，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谱写了
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章。”在12月
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

过半贫困县脱贫摘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
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
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通过
实施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发展农村
商品经济等措施，释放政策活力，解放生
产力，激发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扶
贫开发提供了强劲动力。”刘永富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建立中央统筹、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体制机制，
开展建档立卡，精准识别贫困人口，选派
驻村工作队，加强扶贫一线工作力量，加
大扶贫投入，强化政策举措，为脱贫攻坚
提供坚实保障，我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
攻坚新阶段。刘永富表示，经过6年努
力，预计到今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将减少85%以上，贫困村将退
出 80%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 50%以
上。改革开放40年，农村的贫困发生率
从97.5%降到去年年底的3.1%，今年预
计会降到2%以下。

脱贫攻坚战不留“锅底”

针对未来两年贫困地区、贫困人口
如期脱贫问题，刘永富表示，这次脱贫攻
坚战要求不留“锅底”。

刘永富表示，全国 832 个贫困县，
2016 年脱贫 28 个县，2017 年脱贫 125
个县，目前第153个贫困县已经宣布脱
贫摘帽，预计将会有 280 个到 290 个县
摘帽，总计超过 430 个。还有约 400 个
县需要退出。2014年建档立卡时，全国

识别12.8万个贫困村，到今年底预计10
万个左右要退出，不到 3 万个村在未来
两年要脱贫。

据介绍，目前剩下的贫困村很多在
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包括：产业落
后，贫困人群出去打工不适应、缺少技
能，相当一批贫困人口属于老、病、残，等
等。“对这些致贫原因不同的贫困人口，
我们将继续采取不同措施。有劳动能力

的，就鼓励支持他们发展产业或者出去
打工；半劳力、弱劳力就鼓励他们参与公
益岗位劳动，当护林员、护理员、保安；对
没有劳动能力的老、病、残，主要是通过
社会保障兜底，预计有几百万人会通过
社会保障兜底。”刘永富表示，打赢脱贫
攻坚战，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以后
面临的是相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怎么
定标准、怎么扶持，需要下一步总结前

40年的经验，研究提出政策措施”。

积累宝贵经验

刘永富表示，回首40 年扶贫历程，
我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积累
了许多宝贵经验：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对扶贫
事业和扶贫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
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保持贫困
县党政正职稳定，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
政治保证。

二是坚持精准方略。科学判断扶贫
形势变化和贫困问题特征，因地因时制
宜、分类施策，不断提升精准识别、精准
帮扶、精准脱贫水平。

三是坚持开发式扶贫。把发展作为
减贫的根本途径，坚持区域开发，坚持人
力资源开发，坚持激发内生动力。

四是坚持发挥制度优势。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互动，
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
扶贫格局。

五是坚持较真碰硬。实行最严格的
考核评估，让减贫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
史检验。

六是坚持开放包容。主动学习借鉴
国际减贫经验，积极开展中非、中拉、中
国与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减贫合作，
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

到今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减少85％以上——

农村贫困发生率预计降至2%以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本报北京12月13日讯 记者乔金
亮从农业农村部获悉：今年以来，农业农
村部组织开展了2018全国贫困地区农
产品产销对接行动，在北京、甘肃兰州、
新疆和田、湖南长沙等地举办了7场产
销对接活动，全国四分之三以上贫困县
参加，展示展销万余种农产品，近3000

名经销商、采购商参与对接采购，现场签
约金额超过190亿元。7场产销对接活
动，让绿色、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
丰富了城乡居民餐桌，促进了贫困地区
产业发展，是促进产业扶贫的务实举措。

据介绍，12月13日，农业农村部在
河南商丘举办了中部贫困地区农产品

产销对接活动，集中展示推介冀、晋、
皖、鲁、豫、陕6省126个贫困县的1300
多种优质农产品，现场达成53.76亿元
订单。本次活动是农业农村部今年举
办的第 7 场产销对接活动，也是 2018
年全国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行动
的收官之作。

全国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行动收官
7场活动现场签约金额超190亿元

12月13日，财政部公布最
新一期财政收支“账本”，“11
月 份 个 人 所 得 税 同 比 下 降
17.3%”这一数据引起广泛关
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白景明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表示，“这充分表明，今年10
月份实施的个税改革的效果逐
步显现。个税改革既有效促进
了社会公平，让更多中低收入
群体获益，也为经济增长增添
了活力和动力”。

除个税“红包”外，财政部
的数据显示，11月份国内增值
税同比下降 1.2%。11 月份，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775亿
元，同比下降5.4%。其中，税收
收 入 8051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8.3%；非税收入 2724 亿元，同
比增长4.5%。

在减税“红包”加速落袋的
同时，财政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1月份至11月份累计，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172333亿元，
同比增长6.5%。其中，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82167 亿元，同
比增长6.2%；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本级收入 90166 亿元，同比
增长6.9%。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149001 亿
元，同比增长 9.5%；非税收入
23332亿元，同比下降9.1%。

“前11个月财政收入稳步
增长，显示出我国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全年收入的预期目标
能够实现。”白景明表示，在今
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下，财政
收入还能保持平稳增长，表明
我国经济运行韧性较好，新动
能加快成长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不断显现。

从主要收入项目上看，1 月份至 11 月份，国内增值税
56672亿元，同比增长9.4%；国内消费税10377亿元，同比
增长4.5%；企业所得税34906亿元，同比增长9.3%；个人所
得税12987亿元，同比增长17%；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
16094 亿元，同比增长 10.6%；关税 2696 亿元，同比下降
1.5%。“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降低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留
抵税额退税、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等深化增值税改革措
施，让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普遍实现减税，进一步
减轻了企业税负，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激发了市场活
力。”白景明说。

“在国家大力减税降费的背景下，应正确理性地看待税
收增长，要把不合理的负担和税收区别开来，不能简单地将
税收增长与减税效果对立起来。只有税收正常增长，才能
实现预算支出保障民生。”白景明强调。

据统计，11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431亿元，
同比下降0.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804
亿元，同比增长 12.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627 亿
元，同比下降3.2%。“地方支出增幅较低，主要是部分地区
存在前期加快支出进度或部分支出错月因素。”财政部国库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1月份至11月份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1751
亿元，同比增长6.8%，完成年初预算的91.4%。其中，中央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8104亿元，同比增长9.5%；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3647亿元，同比增长6.3%。

“今年以来，我国预算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支出结构更
加优化，在严控一般性支出基础上，集中力量支持脱贫攻
坚、生态环保、教育、科技创新、社保、医疗等重点领域，有力
地保障了民生。”白景明说。

从主要支出项目看，1月份至11月份，教育支出27748
亿元，同比增长4.2%；科学技术支出6730亿元，同比增长
15.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4374亿元，同比增长7.1%；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4104亿元，同比增长5.8%；城
乡社区支出20904亿元，同比增长3%；农林水支出16842
亿元，同比增长10.7%。

在政府性基金方面，1月份至11月份累计，全国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62151亿元，同比增长26.1%；全国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63825亿元，同比增长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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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13日讯 记者冯其予
从商务部获悉：近日，中欧双方在日内瓦签
署协议，欧盟同意对中国禽肉产品开放新
的关税配额，包括6600吨鸭肉国别配额和
5000吨鸡肉全球配额。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中方对
协议的最终签署表示欢迎，对欧方在谈判
过程中表现出的合作态度表示赞赏。本案
是中方积极运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
护国内产业利益的重要举措，是中方与其
他成员一道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处理贸易纠
纷的成功范例，充分反映了世贸组织争端
解决机制在维护成员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的
重要作用，充分表明了多边贸易体制对维
护国际贸易秩序的重要积极意义。

本报北京12月 13日讯 记者冯
其予从商务部获悉：今年前11个月，我
国实际使用外资基本保持平稳。1月份
至 11 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54703家，同比增长77.5%；实际使用外
资 7932.7 亿元，同比下降 1.3%（折合
1212.6亿美元，同比增长1.1%）。

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新设立外
商投资企业5158家，同比增长11.1%；实
际使用外资921.1亿元，同比下降26.3%

（折合136亿美元，同比下降27.6%）。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数据下降主
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基数较大。

对于近期进出口情况，高峰表示，
判断外贸发展走势，一般是从一段时期

进出口的表现综合分析，个别月份的波
动并不代表趋势性的变化。根据统计，
11 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 10.2%，增
速高于 1 月份至 11 月份整体出口 2 个
百分点，增长势头平稳。进口同比增长
7.8%，低于 1 月份至 11 月份整体进口
增速6.8个百分点，部分大宗商品进口
数量下降。“从总体趋势看，我国外贸稳
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我们对外
贸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高峰说。

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国面临的贸易
摩擦形势复杂严峻。1月份至11月份，我
国产品共遭遇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发
起的101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
57起，反补贴29起，保障措施15起；涉

案金额总计324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案件数量和金额分别增长 38%、
108%。从行业来看，钢铁、化工、建材是
立案数量较多、涉案金额较大的行业。

高峰表示，中方始终认为，贸易救
济措施应当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前
提下，在合理限度内克制、谨慎使用，从
而维护贸易秩序的稳定和公平竞争。
中方也会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按照
中国法律规定，坚定维护国内产业的合
法权益。中方希望与世贸组织其他成
员，加强沟通协调，推动业界合作，通过
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与分歧，共同维
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
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可持续增长。

欧盟对中国禽肉产品
开 放 新 关 税 配 额

前11个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增长77.5％

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基本保持平稳

12月13日，种植户在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九龙山乡圣女果种植基地采收圣女
果。九龙山乡以“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方式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助力脱贫攻坚，吸纳
72户贫困户138人加入种植合作联社，目前基地圣女果年产量达30万斤。 伍荣达摄

（上接第一版）
40年前，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步伐也

在那一年启动。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创新作为第一推
动力，为中国的国力提升、经济增长、民生改善作出巨大
贡献，引领古老的中国迈向崭新的时代。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横向来看，我国科技实力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科技创新正从跟跑为主转向跟
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阶段。纵向来看，国家创新
体系逐步健全，开始进入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
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发展期。

中国是如何修炼创新这个第一推动力的？
全面地看，不仅是科技创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展，

改革开放也释放了科技创新的潜能。如果把科技创新比
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发动这个新引擎必
不可少的点火系。

40年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加，2017年达1.76
万亿元，是 1991 年的 123 倍，位居世界第二。1992 年至
2017 年我国研发投入年均增幅达到 20.3%，比同时期
GDP年均增速（现价）高5.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40年的
经济积累，为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
保证，是我国科技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基石。

40年来，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快速增长，在2013年超
过美国后，至今已连续5年稳居世界第一位。2017年，全
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621.4万人，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
的研发人员为403.4万人年，是1991年的6倍，1992年至
2017年年均增长7.1%。改革开放40年的人才积累，为中
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力资源，是我国科
技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

40年来，我国科技成果越来越多地转向市场。中国
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发电量居世界第一；中国电动汽
车、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和保有量均占全世界50%以上；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网民规模已达8.02亿，超
过欧洲总人口数，位居全球第一，全球排名前20的互联网
公司由中美两国占据。改革开放40年的市场积累，为中
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是我国科
技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手。

40年来，我国科技事业的开放程度日益深广，已成为
全球多极化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科技领域是我
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领域之一，截至2017年6月，中国与约
160个国家和地区有科技合作关系，已经签订超过110个
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
作组织，向全球70多个驻外使领馆派驻了约150名科技
外交官。改革开放40年的国际交流，为中国科技创新事
业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供了高效渠道，是我国科技
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借鉴。

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改革开放不仅给
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积攒了资金和人才、开拓了市场和友
谊，更重要的是破除了许多体制机制障碍，让科技作为第
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得到释放。40年来，中国科技
体制改革一直在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健全国家创新体
系，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一直在坚持以人为本，围绕
人才这个根本要素持续发力；一直在坚持问题导向，聚焦
关键环节，以改革为科技创新打破束缚、扫清障碍；一直在
坚持开放合作，积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40年来，改革推动了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
强的联动循环，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如何评价40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走过的历程？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有的人仅仅将中国与自己的过

去相比，将40年的科技进步看成高歌猛进的一路凯旋；或
者仅仅拿中国科技的发展亮点与别国的薄弱区间比，将
局部的突破吹嘘成全域的领先。面对这种骄傲情绪，要
看到我国科技领域仍然存在的关键问题：我国基础科学
研究短板依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
得到根本性改变、称得上国际顶尖的人才和团队还很短
缺……我国科技各领域的进步还不足以全面跨入全球第
一梯队，还不能充当世界级的“领跑者”。

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有的人只把中国与世界上最
发达的国家相比，把创新“卡脖子”面临的问题视为灭顶
之灾，甚至全面否定中国科技界数十年的艰苦努力，认为
中国的技术都是跟踪模仿而来，没有真正的世界级原始
创新。面对这种不安情绪，要看到我国的科技进步是

“干”出来的，不是“偷”出来的，在不少国际竞争激
烈的科技领域，我们正在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
甚至是“领跑者”；我们薪火相传的自主创新精神、逐
步健全的国家创新体系、全球最多的人才资源、全球最
大的国内市场，正在成为我们参与世界科技创新竞争的
奋斗基石。

创新的阶梯上，从低到高共有四种创新——
通过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周密的管理体系、严谨的工

艺路线和精准的资金投入，从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切入
的，是效率式创新。中国的效率式创新已进入边际效益

递减阶段。
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

集成创新来实现整合型技术发展，是开发式创新。中国
的开发式创新已接近尾声。

把现有的科学知识变成可实现的技术突破，是高新
技术式创新。中国在热点领域的高新技术式创新风起云
涌，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常常慢人一步。

在基础研究新成果与新技术结合的基础上推动产业
新变革，从基础研究做起，实现全链条贯穿，是颠覆式技
术创新，也是最高阶的创新。

前三个阶梯仍属于跟踪式创新范畴，只有到达颠覆
式技术创新这个最高阶梯，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跑
者”。我们要建设世界级科技强国，就一定要以颠覆式技
术创新为目标，进行全方位的突破。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
当今世界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

和挑战，世界列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
竞争。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就会发现，世界经济长远发展
的动力源自创新。在这个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
长决定性因素的新时代，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
明显超过资本和劳动力的作用。

改革关乎国运，创新决胜未来。一个国家的发展道
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当前，中国的发展
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想走好紧要处的关键步伐，并且
行稳致远，就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依靠体
制机制变革释放出的活力和创造力，依靠科技进步造就
的新产业和新产品。

40年改革开放，让我们在科技创新征程上汇聚起磅
礴力量，为中国速度、中国奇迹提供了强大发展动力。40
年后再出发，我们还将继续坚持自主创新、坚持改革开
放，用创新第一动力引领中国全面发展，站在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新起点上，书写创新决胜未来的新辉煌。

创新，第一动力引领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