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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2018 年注
定极不平凡——

这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
关键一年，也是国际国内各种挑战和不确
定因素明显增多的一年。

世事纷繁，应对有力。
一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决策，引领中国经
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实现稳中有进，书
写出大国经济的崭新篇章。

高瞻远瞩 领航掌舵

12月13日，长度超过12公里的京张
高铁八达岭隧道顺利贯通。明年，这条铁
路有望建成通车。

不远处，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建

设进入收官阶段，明年将正式开幕。
充沛的生机活力，正是中国经济的鲜

明写照。
当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

2018年中国经济作出“持续健康发展”的
基本判断。

今年，距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有
10 年。尽管世界经济整体保持增长，但
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各类风险加
快积聚，不稳定性陡增。

踏上发展新征程的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用一份稳健的成绩单，给世界经济注
入更多确定性：

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实现6.7％的增
长，就业稳、物价稳，“稳”的格局没有
改变；

前三季度，服务业和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分别升至 60.8％和 78％，“进”的
态势持续发展；

前三季度，新登记注册企业数日均超
过1.8万户，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新”的力量不断
壮大。

稳中有变态势下，中国经济运行继续
保持在合理区间，展现出巨大韧性和深厚
潜力。

“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要
素，在世界舞台中扮演了极为重要角色。”
巴西中国问题专家卡瓦略如是评价。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

“三个没有改变”的重大判断：“中国经济
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撑高
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长期
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

稳健的成绩单，来自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指
引——

一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
结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明确
7个“坚持”，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提供
了根本遵循。

中国经济处在跨越关口的关键时期，
这一年，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中国经济巨轮航向更加清晰；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要更好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年，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凝聚人
心、更有温度；

着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这一年，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经济内生动力更强；

财税改革、价格改革、国企改革深入
推进，这一年，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制
机制障碍进一步破除；（下转第二版）

领航！向着高质量发展坚定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发展述评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40 年沧桑巨变展现了改
革开放的磅礴伟力，也吸引着
世人对其成功秘诀的深入探
究。总结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
宝贵经验,第一条就是“必须坚
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正是因为始终坚
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
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
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新征程”。铭记这一重要经
验和启示，是对40年艰辛探索
和实践的最好庆祝；“不断提高
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
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是确保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始终
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的根本
保证。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党团
结带领亿万人民以“敢为天下
先”的开拓精神，推动改革开放
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
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等各个方面，使中国大
踏步赶上时代，创造了举世瞩
目的人间奇迹。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代
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有利于统一思
想、坚定信心，有利于涉险滩、
闯难关、啃硬骨头。“中国共产
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是改
革开放 40 年带给我们的重要
启示。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
易却艰辛。”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改革呈现
出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站上
新的历史起点，开启新的奋斗征程，改革开放还将面对坎
坷的拼搏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
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
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破解前进
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离不开党的领导、靠党领航
掌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改善
党的领导，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
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要一以贯之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着力
提高把方向的能力和定力。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
的能力和定力，凝聚起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
强大合力，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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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最新数据显示，11月，人民币贷
款增加 1.25 万亿元，同比多增 1267 亿
元。这一数据明显高于 10 月份的 7141
亿元，也远高于近3年同期的平均水平。
今年前10个月，人民币新增贷款同比多
增2.02万亿元，多增额是2017年全年的
2.3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总体
上进一步加大。

“在国家政策持续发力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的背景下，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
度持续增强。”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温彬表示。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一方面体
现在“量”上。年初至今，4次定向降准释
放资金合计3.65万亿元，同时，中期借贷
便利（MLF）还增加了流动性 1.76 万亿
元，增强了银行体系资金稳定性。“总体
看，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
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市场利率
运行平稳。”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副司长

张文红表示。
另一方面，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更加注

重“质”，着力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的精准
性。“随着今年以来非信贷融资增长的持
续放缓，解决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的迫切性进一步提高。”交通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连平认为，下一步政策的着力点将
转移到如何促进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到
以小微和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重
点领域。

在降准多采用定向方式、增强精准性
的同时，今年以来，央行还通过“三支箭”
来支持民营企业。

第一支箭就是，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
额度。今年，央行共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
额度3000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小微企业
和民营企业融资。

“3000 亿元的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
较为适度，同时也真正实现了对实体经济
薄弱环节的精准发力。”连平认为。

当前，政策效果已经初步显现，民营
和小微企业融资状况有所改善，前10个
月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增量和增速同
比双双提高。在保持流动性充裕的同时，
今年前三季度，普惠口径小微贷款呈现增
量扩面、利率下降、结构优化等特点。

“前三季度小微贷款增加9595亿元，
增量相当于上年全年水平的 1.6 倍。”张
文红介绍，9 月末，全国普惠口径小微贷
款（包括单户授信5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
贷款及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
贷款）余额 7.73 万亿元，余额同比增长
18.1%，增速比上年末高 8.3 个百分点。

“我们监测到，8 月末普惠口径小微贷款
支持小微经营主体1570万户，比上年末
增加244万户，增长18.4%。”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也在稳步下降。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新发放的500
万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平均水平为
6.25%，比上半年低0.17个百分点。

针对民营企业发债难的问题，第二支
箭——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正在
发挥作用。在市场风险偏好趋于保守的
环境下，较低的评级水平已经成为民营企
业发债的最大难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
持工具的创新，增加了民营企业发行债券
的增信手段，有利于降低民营企业债券违
约风险、调动债券市场投资者积极性。

第三支箭则是研究设立民营企业股
权融资支持工具，缓解民营企业股权质押
风险，稳定和促进民营企业股权融资。第
三支箭主要解决的就是股权融资中的问
题——民营企业用股票质押融资，如果股
票下跌要补充抵押品，就可能会产生所有
权的转移或者是其他困难。“所以我们要
鼓励市场来优化资源配置，缓解由于股权
质押补充抵押品所造成的困难。现在各
地出现了很多有效的创新，他们正在以各
种有效的方式来缓解这个问题。”中国人
民银行行长易纲说。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增强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新华社北京
12月19日电 中
国共产党的优秀
党员，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党和国
家民族工作的杰
出领导人，维吾尔
族人民的优秀儿
子，第八届、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副
委员长铁木尔·达
瓦买提同志，因病
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 14 时 20 分
在北京逝世，享年
92 岁。

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
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民族工
作的杰出领导人

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12月18日，由中车城市
交通（欧洲）有限公司和匈牙利伊卡鲁
斯车辆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首台

“IKARUS-CRRC”双品牌纯电动公交
车在匈牙利塞克什白堡的厂区下线。

该款纯电动公交车被命名为“城市
先锋”，车身总长12米，根据匈牙利市场
和欧盟普遍适用标准研发制造，车辆配
备了具有中车核心技术优势的驱动系统
和伊卡鲁斯的结构部件，续航里程为200
到260公里。按照规划，在完成道路测试
运营后，该车有望于2019年上半年进行
量产。图为中车和伊卡鲁斯首辆双品牌
纯电动公交车驶离厂区前往城市展示
现场。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翟朝辉摄

中 匈 联 合 研 制

纯电动公交车下线

6版减税红包激发创业投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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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
和中国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