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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的重要时刻，科学总结我国经济发
展转型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分析面
临的挑战，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
大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经济发展成就

改革开放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
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经
济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1.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跨入中
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
均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先后
于 1999 年和 2010 年跨入中等偏
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行列。2009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2010 年，中国出口超过德
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97%
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成为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
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
2013 年，中国进出口的贸易总量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
贸易国。2017 年，中国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 8640 美元，国内生
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1.8%提高到 2017 年的 15%
左右。

2.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减
贫事业成就显著。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政府始终坚持把增进民生福
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
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
步增长。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人民群
众切实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
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
小康、即将实现全面小康，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 1978 年的
343.4 元、133.6 元提高到 2017 年
的 36396 元、13432 元。共有 7 亿
多人口摆脱贫困，农村贫困发生率
从 1978 年 的 97.5% 大 幅 下 降 到
2017 年的 3.1%，远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

3. 未出现系统性金融经济危
机。迄今，中国是唯一没有发生系
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市场国
家，而且在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
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大
贡献。

二、中国经济改革的
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奇
迹，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主要
经验有：

1.坚持改革开放。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
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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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就没有今天中国兴旺发达
的大好局面。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中国经济改革没有套用任何现

成理论，没有采用华盛顿共识主张
的“休克疗法”，而是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从自身实际出发，
以对经济社会冲击较小的渐进转型
方式，一方面，对转型后缺乏自生能
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有企
业，给予必要的保护和补贴，以维
持稳定；另一方面，对原来受到抑
制而又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不需
要保护和补贴的劳动密集型加工
制造业，放开准入门槛，以此有效
提高了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
和资源配置效率，并随条件变化不
断深化改革。

3. 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
后来者优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中国转变发展思路，推进
市场化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符合中国国
情的发展目标，开始发展符合比
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创造就
业，吸纳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
实现了对外出口和国民经济的
快速增长，创造利润，积累资本，
使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逐渐从
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资本相对
丰富，比较优势从劳动力相对密
集逐渐变成资本相对密集，在产
业升级过程中充分利用后来者
优势，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实
现高速增长。

4.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
结合。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基础
设施和营商环境差的问题，设立
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高新技术
区等，集中有限资源在这些区域
内完善基础设施，实行一站式服
务，由此，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
业迅速变成竞争优势，从而带动
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国民
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转轨。随着资
本快速积累，原来不具备比较优
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变成新的比

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为消
除保护补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创造了必要条件。在发展
和转型中始终坚持“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两只手有机结合，共
同发挥作用。

三、应对新挑战，改革
永远在路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渐进双轨改革
遗留下来的问题，提出全面深化改
革，消除市场扭曲和不当干预，杜绝
腐败和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同时
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
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
权，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
容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
形成并巩固发展。深入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脱贫攻坚战
取得决定性进展，又有 6000 多万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城乡居民收入
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
持续扩大，收入差距问题正在逐步
得到解决。

随着客观条件变化，中国进入
到强起来的新时代，各种新的内外
矛盾冲突将继续涌现，我坚信只要
抱着改革永远在路上的决心，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建立起有效市场，以提高效率；
同时，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以解决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必
将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由于发展条件的相似性，中国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中
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也将有助于其
他发展中国家克服发展和转型中的
困难，实现现代化的梦想。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经验与挑战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

12月28日，随着龙（川）怀（集）和仁（化）博（罗）两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汕
昆和武深高速公路广东段全线贯通，在为广东省新增2条出省通道的同时，也使
广东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了9002公里，连续5年居全国第一。图为武深高
速公路仁化至博罗段。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上接第一版）“千万工程”从形入
手，攻坚克难，污水治理行动、厕所
革命、垃圾革命等几大战役相继
展开。

浦江建光村痛定思痛、壮士断
腕，对严重污染环境的水晶加工坊
大规模整治、关停、搬迁；全力开展

“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村民自筹
资金建设景观，合力美化村容村貌。

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眼前
是一幢幢规划有序的居民楼，每家
每户门口都摆放着两个垃圾桶。
67 岁的徐美菊每天起床的第一件
事就是把家里的垃圾进行分类，放
到不同的垃圾桶里，“一个放会烂
的，一个放不会烂的”。对于鲁家村
的村民而言，这样的垃圾分类早已
成为习惯。村里的保洁员每天会按
时上门把垃圾运走，真正做到了垃
圾不落地。

在杭州市桐庐县环溪村，家家
户户排出的污水通过管道流入人工
湿地下的处理池，过滤净化后排
出。2013年，桐庐全县率先在全国
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

衢州市常山县积极推进农村厕
所改造工程，率先推行农村公厕保洁
专员负责制。今年又从有限的财政
收入中拿出近千万元，免费为2000
余户困难群众改造卫生间。目前，全
县农村旱厕拆除率达100%。

“15 年来，浙江‘千万工程’经
历了4个阶段，从示范引领、整体推
进、深化提升，到现在的转型升级阶
段，全力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浙
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林健东说。

如今，以建设 1000 个示范村
为基础，“千万工程”已经推广到全
省 2.7 万个村，万千美丽乡村连成
一片，绘就生态浙江美丽底色，让浙
江乡村整体人居环境领先全国。

以业为基，美丽乡村
托起美丽经济

15年来，浙江坚持把村庄整治
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全方位打通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通
道，乡村旅游、养生养老、运动健康、
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美丽业态蓬
勃兴起。

一度是生财之路的水晶产业被
大规模整治、关停，那接下来村集体
经济靠什么支撑？村民靠什么增加
收入？

“美丽环境、历史文化古村落就
是宝贵资源。”浦江县大畈乡建光村
村委会主任陈荣贵说，建光村请专

业团队高起点谋划，积极保护和修
复历史文化古村落，以“中国诗人小
镇”特色文旅产业带动民宿、餐饮、
特色小食等多翼发展，“去年我们共
接待国内外游客16万余人次，村民
一年索粉面和手工面的收入就达到
200多万元”。

同样，海盐县望海街道青莲寺
村曾是生猪养殖大村，生猪存栏量
高达10万头以上，落后的养殖方式
也让青莲寺村饱受污染之害。“借力

‘千万工程’，我们开展村庄全域环
境整治，严格执行生猪退养政策，养
猪户全部转产转业。”望海街道工作
委员会办事处主任周海风说，现在
的青莲寺村还原了江南水乡风貌，
正在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以农
旅兴村。

养猪大户陆建明转产后创建的
百合美生态农场就是其中之一。陆
建明拆掉近 7000 平方米的猪舍
后，就近流转500亩土地，种植多种
果蔬，发展休闲采摘观光农业，围绕
传统农耕体验创新策划了许多特色
节庆活动，吸引了上海、嘉兴等地的
大量游客。目前百合美生态农场已
经成为浙江省级生态农业示范点，
今年实现年销售额400多万元，带
动200多户村民走上致富路。

在实施“千万工程”过程中，浙
江正确处理村庄建设与历史文化保
护的关系，对有价值的古村落、古民
居和山水风光进行保护、整治和科
学合理地开发利用。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台州市黄岩
区屿头乡沙滩村，古庙太尉殿门前
古樟参天，老街两旁店铺林立。“乡
村振兴是要实现乡村现代化，必须
尊重乡村的历史人文特色，因地制
宜地保留原有乡土景观。”承担古村
修缮改建的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杨贵
庆说。通过建筑立面改造、内部修
缮、新功能植入和景观环境布置等，
废弃的“空心村”被修复激活。于
是，在这里，兽医站成了游客服务中
心，利用原来的养殖场地，建起了花
坛、酒吧、茶吧、咖啡吧；民俗文化、
养生、耕读等不同体验区与原住民、
民宿有机融合，形成了新时代的农
村文化和乡土文明。

始终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的丽
水莲都区古堰画乡特色小镇，更是
在“千万工程”推进过程中不断加深
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
把握，倍加珍惜、积极创新，加快升
级步伐，小镇生态形态和经济效益
实现新跨越。

“旅游+油画”，实现专业展示、
定销等联动互扶，电商模式异军突
起，油画年产值达1.2亿元；“旅游+
研学”，谋划成立院校联盟，打造研
学旅行全新模式；“旅游+创客”，氛
围不断向好，创客群体不断壮大，古
堰画乡 O2O 体验馆、昔时手作、茶
食料亭等一批原创业态和情怀民宿
深得市场青睐。

“一个美丽的地方，一定是经济
和生态高度融合、完美互促的。”宁
波市宁海县委书记杨勇说。宁海下
大力气整治环境，着力发展特色民
宿，在浙江率先实施民宿备案制、注
册首个区域性品牌“宁宿”。一年内
实现民宿总量、营业额、农产品销售
额“三个翻番”，村均集体收入增长
25%，乡村旅游收入增长30%。

美丽乡村托起美丽经济。15
年来，在实施“千万工程”过程中，浙
江全面转化美丽建设成果，开启了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全
新路径，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数据显示，2017 年，浙江省农
家乐接待游客 3.4 亿人次，营业总
收入达 353.8 亿元；农产品网络零
售额 506.2 亿元，建成农村电商服
务点1.64万个；美丽经济发展与村
集体经济壮大有机结合，全省村均
集体经济年收入 123 万元；年收入
10 万元以下集体经济薄弱村从
2016年的6920个下降到1867个。

以人为本，谱写乡村
振兴新篇章

新昌县镜岭镇安山村隐匿在深
山之中，一幢幢砖石老房子依山而
建，错落有致、干净整洁，一股股清
泉在顺山架起的竹筒中轻快流淌。

“千万工程”让这个曾经偏僻衰落的
山区小村焕发活力。

“通过环境综合整治，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我们做大茶产业、建
立特色农家乐‘十八灶’、发展民
宿，近年来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
民收入大幅度提升。”安山村党支
部书记丁锦伟说，今年重阳节，村
里出钱为留守老人过了一个热闹
的节日，久违的兴旺人气重新回到
小山村。

在浙江，“千万工程”被广大农
民群众称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后，党和政府为农民办的最受欢
迎、最为受益的一件实事”。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就
多次强调，农民是‘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的建设者和受益者，必须
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浙江省政府
咨询委副主任、三农部主任、原省农
办副主任顾益康说，让广大农民喝
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
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
产生活，是“千万工程”始终不变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事实证明，只要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农民群
众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
选择，就能赢得他们的理解、支持和
主动参与。

“刚开始，村民们不接受不支
持，叫我们是‘垃圾干部’，我们在前
面整理他们就在后面随手扔垃圾。”
镜岭镇妇联副主席张薇说，村干部
们的坚持和逐步清爽干净起来的
环境，让村民们看到了政府的决
心。而随着工作的深入，村民们已
然不再满足干净这一个标准，自发
地用猪槽、缸棚做花盆，用柴火堆
造型，用瓦片砌围墙，展开了一场场

“美丽的较量”。群众智慧淋漓尽致
的发挥，让坪桥村的“柴薪文化”、安
山村的“石头文化”成了远近闻名的

“网红”。
在这个过程中，环境美化和经

济发展良性互动的“村美民富”逐渐
形成。15年来，“千万工程”推广到
全省2.7 万个村，受益人口达3000
万。2017年，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
入从 2003 年的 5431 元，提高到
24956元，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15年来，浙江每年都要召开一
次全省现场会，要求各地充分认识
实施“千万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坚持不懈地抓好这项惠及全省
千百万农民的德政工程、民心工
程。15 年来，顺应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千万工程”的广度
和深度也不断拓展，版本不断升
级，内涵不断丰富。在浙江省委、
省政府的持续推动下，深化“千万
工程”已成为浙江促进城乡融合的

“牛鼻子”、推动乡村振兴的龙头
工程。

在今天的浙江农村，村里人可
以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公共服务和生
活便利，传统农村社区正在向现代
农村社区转变。在浦江县大畈乡建
光村中心广场，东侧大戏台，南侧居
家养老中心，村里老人拿着证件就
可以来用餐。在桐庐县江南镇荻浦
村和环溪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和城市相差无几。桐庐县农委副
主任施宇昕说，桐庐县近年来不断
加大投入全面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
平，同时还将进一步加强城乡一体
化运营、管理和服务。

在“千万工程”的引领下，乡村
幸福生活的美好画卷，正在共建共
享中从容铺展。

铺展乡村幸福生活美好画卷

“四个一百”为民企“雪中送炭”
（上接第一版）
河南森尼瑞电气公司与德国史太

白管理和技术中心的合作同样离不开
政府的支持。这家高科技电力装备制
造企业曾先后 4 次前往德国进行谈
判，但因公司规模不大，德方始终存有
疑虑，对德合作谈判进展缓慢。后来，
许昌市政府部门出面，积极与相关科
研院所对接，提升了企业研发能力。
最终，促成了森尼瑞公司引进这家拥
有 140 年历史的施坦贝斯技术转移
中心。“‘四个一百’专项行动对于我
们来说十分及时，不断推动我们公司
服务、技术方面转型，推动我们向智
能制造方向转型。”森尼瑞电气公司
副总经理高俊说。

在“四个一百”行动中，许昌市坚
持问题导向，聚焦民营企业遇到的市
场、融资、转型“三座大山”，抓住企业
发展的“痛点”和“难点”，精准施策，靶
向发力，很多企业遇到市场问题、转型
问题，经过有关职能部门认真调研和
搜集，目前都在有序解决。

精准服务 破解企业“经
营难”

如何保证“四个一百”行动能够真
正解决企业的“痛点”和“难点”？记者
在采访中，感受最深的是领导带头和
精准施策。

“四个一百”专项行动开展后，许
昌市级领导均深入工业企业和项目工
地进行现场办公，帮助企业出谋划策，
及时协调解决具体问题。许昌市 27
名市级领导、近200名县级领导积极
投入到“四个一百”专项行动中，在分
包联系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级带着
一级干”的工作局面。

精准服务是解决企业难题的重
要途径，这也是许昌市委、市政府在

“四个一百”转型行动中特别强调的
重点。针对森源电气三期项目地下
物迁移和建筑材料运输问题，政府部
门特事特办，开辟绿色通道，为项目
推进赢得了宝贵时间；针对远东传动
轴公司项目天然气供应、电力供应不
足问题，相关部门主动上门服务，仅
用一周时间就为企业解决了困难；针
对金汇中超不锈钢科技公司用电成
本高难题，许昌市供电公司协同企业
制定了精准核算用电需量、降低用电
容量等措施，一个月便减少电费支出
130万元……

统计显示，“四个一百”专项行动
开展以来，许昌市共收集企业反映的
各类问题 615 个，其中已办结和正在
推进解决的问题 258 个；已组织 154
家企业与银行机构开展银企对接，融
资意向合计93.8亿元；14家企业担保
链风险问题正在协调解决。

（上接第一版）与京津产业对接中的中
电科涞水产业园、中船重工涿州海洋
装备产业园、北京公交集团公交智造
产业园、京投轨道交通产业园等一批
重大项目先后签约落地，2017 年以
来，全市已经引进项目436个，引资总
额达到1800多亿元。

变粗为精 以质求存

“如果说淘汰污染产业，实施生态
转型，是战略形势之要求；那么放弃低
端低效产品，推进产业升级则是‘战术
进攻’之必须。”在保定市产业转型升
级大会上，市长郭建英这样表示。

要说保定产业转型升级，不能不
说汽车，因为汽车产业产生的产值税
收已经占据了保定的一半左右；而要
说汽车，不能不说长城，年销售上百万
辆，自主品牌中名列前茅。长城汽车
集团董事长魏建军表示：“我们企业的
口号是，每天都要进步一点点，其要义
就是要通过我们的不断进步，形成水
到渠成的质变，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这家从做低端皮卡起家的企业，
把绝大多数利润用于企业转型升级
上，建立了5000人的科研团队，进行
汽车产业的深度开发，一次性投资50
亿元建设企业技术中心。在这种高强
度的科技研发支撑下，长城汽车先后
诞生了5000多项专利技术。设计出
了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流水作业生产
线、诞生了自己的发动机工厂。如今
的长城汽车，已经出口到了全球20多
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营业收入突破
1000亿元大关，为国家上缴税收在4
年间由 59 亿元增长到 74 亿元，为河
北民营企业之首。

与长城汽车求变一样，由粗变精
的产业转型升级在保定一直如火如荼
地进行着：天威生产出了世界上电压
等级最高的变压器；英利生产出了全
球转换率最高的太阳能电池组；邦泰
建设亚洲最大的熔纺氨纶切片基地，
使国外5万元一吨的同类产品价格降
低了三成；安国通过转型升级，把普通
中药材变成饮片，把饮片办成片剂、针
剂；高碑店通过精深加工，把普通建材
发展成为高档隔音保温门窗。据统
计，截至目前，全市通过产业转型升
级，规模发展，已经形成销售收入达到
5亿元以上的产业群体43个，成为保
定经济最为坚实的产业支撑。

变低为高 强创促兴

干净整洁的厂房一尘不染，一根

根输送管将一台台机械设备连接成一
个有机整体，记者走进晨阳集团水漆
生产车间，看到一个数千平方米的厂
房，有着多台设备在进行高速运转，却
不见几个工人操作。流水线上滚滚而
来的漆桶，仅仅几分钟就由机器人装
满了一辆周转运输车，由自动导航的
小车运送指定仓库。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漆工厂，年
生产各种高档用漆 30 万吨。全厂
280 台设备中有 230 台接入了物联
网。乳液输送、粉料输送、成品灌装均
能通过PLC中控平台操作，自动化率
达到98%以上。

晨阳集团董事长刘善江告诉记
者，国内原来实施工程基本的表面涂
料为油漆，这一产品价格偏高，在生
产和使用过程中还会消耗大量能源，
并产生化学污染。晨阳集团另辟蹊
径，与中国涂料工业协会和北京化工
大学等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研发平
台，开展产、学、研合作，建成国内唯
一一家水性涂料院士工作站，申请各
种专利 500 多项。不仅生产出了各
种水性柳编涂料，还建成了完全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智能化生产
线，并牵头制定了该产业的国家行
业标准。通过创新加创业，公司在
短短 10 年间成为全国水漆行业的龙
头企业，产销量以年均20%左右的速
度上升。

从晨阳集团的转型发展中，保定
决策者更加深刻体会到了科技创新对
于城市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不遗余
力地支持城市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中
国科协、中关村产业园区、深圳创新园
区 3 大创新引擎全面发力。截至目
前，全市已经建成院士工作站 27 家，
诞生高新技术企业 433 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6545家，均居全省前列。通过
与科研院所的联姻，形成了500多个
科技成果，解决了企业 623 项科技需
求。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入驻企业
105家，深保科创产业园开工建设，签
约入园企业 43 家、意向入园企业 96
家。2017年，科技投入达到75亿元，
占到地方生产总值比重的 2.38%，居
于全省首位。

科技创新对保定的城市支撑作用
越来越凸显，2017年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占城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44%。城市经济在大力淘汰落后和推
进节能减排环境中整体向好发展，今
年前三季度，保定生产总值达2128.5
亿元，同比增长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