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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日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32届
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
自强的旗帜。去年以来，在非洲联盟引领

下，非洲一体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非洲
国家在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继续一致
发声，非洲国际影响不断提升。我对此表
示热烈祝贺，衷心祝愿非洲联盟团结带
领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去年9月，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取得巨大成功，我同非洲国家
和非洲联盟领导人共襄盛举，为中非关系
发展谋划蓝图。中方愿同非方携手努力，
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

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同落实非洲联盟
《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入对接，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非洲联盟第32届首脑会议致贺电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全国消费市
场、文化和旅游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增
长。据商务部监测，2月4日至10日，全
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
亿元，比去年春节假期增长8.5%。经中
国旅游研究院综合测算，全国实现旅游
收入 5139 亿元，同比增长 8.2%。中国
有个大市场，这给了我们应对外部风险
挑战的信心与底气。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出发的
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春节假期后的
首个工作日，人们再次回到岗位上，在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的召唤下开启

新征程。面对充满机遇与挑战的2019
年，欢乐祥和的春节为我们积攒起继续
奔跑的勇气与动力。

奔跑中的2019，注定更不平凡：这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之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可谓机遇与挑
战交织、动力与压力并存。能否抢抓发
展机遇、妥善应对挑战，能否将信心与定
力、决心与勇气转化为发展的潜力，关键
还要看我们能否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
大有可为的新时代里大有作为。

从这个春天出发，让我们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赛道上继续奔跑。打好
三大攻坚战，既是重要的经济工作，也
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既蕴含着经济发展
的新机遇、新空间，更是我国直面不平
衡、不充分发展难题的有力抓手。我们
要切实扛起责任，进一步稳就业、稳金

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保
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不断创造新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

从这个春天出发，让我们在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的赛道上继续奔跑。发展
永无止境，改革未有穷期。破解前进中
的问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关键一
招。面对激流险滩、重重关山，必须不
断探索、迎难而上，尤其是在目标路径
已绘、任务清单已明的前提下，倾尽全
力抓落实。只有勇做行动派和实干家，
才能披荆斩棘、成就大业。

从这个春天出发，让我们在创新
驱动发展的赛道上继续奔跑。我国创
新脚步从未停歇，未来更要紧紧抓住
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机遇，努力赶超，力争在基础科技领

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
域取得大的突破，推动科技创新、产
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
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加快形
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
系和发展模式。

从这个春天出发，让我们在提升人
民获得感的赛道上继续奔跑。农民如
何持续增收、年轻人怎样发展得更好
……对于未来，人们有更多新期待。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能有丝毫
懈怠，必须风雨兼程、再接再厉，解决好
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让百姓品味更多幸福的味道。

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只要我们继
续奔跑，真抓实干，当下的拼搏与奋斗，
都将成为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新的更
大奇迹也必将在我们手中创造出来。

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里大有作为
平 言

前不久，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
人会议刚结束，一项事关央企广大干部
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举措就迅速出台。
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发布了《中央企业工
资总额管理办法》，从宏观上扩大企业分
配自主权，积极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企业工资分配制度。

当前，国企改革正处于改革乘数效
应最大的阶段。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四梁八柱性质的
改革，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
相关改革走深走实。近期，随着有关部
署安排的具体化，央企改革有的放矢、加
速推进的态势已然明朗。

“今年，国企改革的落脚点将放在增
强企业活力上；判断改革成功与否的标
准，也是看企业活力有没有得到增强。”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锦表示，微观市场主体说到底就是企
业，只有破解影响企业活力的体制机制
问题，消除影响企业活力释放的桎梏，才
能充分释放国企改革红利。

按照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
议的部署，今年，将紧紧围绕增强活力、
提高效率，坚持问题导向，紧抓重点难点
和关键环节，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
指”的思路，打好改革攻坚战，加快推进
改革举措落实落地，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果。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就要遵循市场
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真正落实属
于市场主体的权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强调，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
争原则，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加快实
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
岗的最新表述，要把“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摆在
2019年国企改革重点工作的突出位置。“总的原则是，要在强
化监管、防止流失的前提下，把更多精力放在增强企业活力、
激发企业家干事创业上来，要加快推进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能
转变，完善出资人监督的权力和责任清单，依法落实企业的法
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彭华岗表示。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两类公司）是管资本的关键抓
手。在前期开展10家中央企业试点的基础上，去年底国资委
又新增了11家央企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这意味着96家
中央企业有近五分之一进入试点，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态势明显。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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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予报道：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除夕
至正月初六（2 月 4 日至 10 日），全国
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8.5%。

全国商品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增
长，买年货、吃年夜饭、逛庙会等传统
消费红红火火，年节礼品、传统食品、
新兴电子产品、地方特色产品销售增
长较快，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
费、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亮点纷呈。

商品消费更重品质。春节黄金周
期间，传统年货、绿色食品、智能家电、
新型数码产品、地方特色产品等销售
保持较快增长。集购物、餐饮、娱乐等

功能于一体的购物中心、奥特莱斯等
新兴业态受到消费者青睐。各大电商
平台坚持春节不打烊，消费者在节日
期间也能享受便捷的网购服务。

餐饮消费更显年味。年夜饭、团
圆饭、亲朋宴成为春节餐饮市场主角，
大众化、特色化餐饮受到青睐。

体验消费更受青睐。休闲旅游、
观影观展、民俗活动等体验式消费越
来越受欢迎。“北上赏冰雪、南下享温
暖”成为热门旅游选择。全国电影票
房超过50亿元。

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各地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
价格总体平稳。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鹿新弟是一名发动机装调工，圆脸
戴眼镜，有一点儿发福。当选以来，有什么感受？

“这一年代表履职活动很忙。”鹿新弟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光参加的人大代表集体活动就有8次，1次宣讲会，1次学习
班，3次视察，1次开放日，2次调研。另外，为写好今年两会的
建议，自己还申请了一次到大连相关企业的实地调研。”

鹿新弟在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工作，曾自创
“看、听、摸、闻、问”排除柴油机故障的“五步”维修法，被工友
们亲切地称呼为“柴油机医生”，有啥问题都爱找他请教。他
曾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能让他在繁忙的本职工作和频繁的人大代表活动之余，
特地申请要做的专项调研，肯定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我很关心国家职业资格项目没有覆盖重点产业的问
题。为做好相关建议，我特地申请了那次调研。”作为一名来
自基层的代表，鹿新弟很“接地气”，他申请的调研主题，正是
工人们反映强烈的话题。到工厂调研时，他一提问，工友们都
抢着告诉他真心话。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提
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工人们满意吗？

一位老劳模对鹿新弟说：“只要你自己努力了，手里有
技术，公司就按照相应的待遇给你。我对现在的收入还比较
满意。”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包含81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大连职
业资格目录项目有32个，企业是否存在没有涵盖的工种？占
比多少？对企业有何影响？

一位工友说：“我现在就受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影响，
无法获得职业等级晋级。”他说，现在评先进都需要荣誉基础，
而所有评奖都需要技能等级证明，看专业领域属于哪个层
级。“现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只有81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我
们的专业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给取消了，影响了大家学技
术的热情。我们的发展通道堵死了，工友们很着急。希望人
大代表将这个现实问题反映上去。” （下转第三版）

全国人大代表鹿新弟：

群众的呼声就是我的建议
本报记者 佘惠敏

突破万亿元突破万亿元！！

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增长8.5%

本报北京2月10日讯 记者张雪
报道：春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
平稳有序运行。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
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的数
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中心）综合测算，全国旅游接待总
人数4.1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
旅游收入5139亿元，同比增长8.2%。

旅游过年已成新民俗，家庭游、敬
老游、亲子游、文化休闲游成为节日期
间主流的旅游休闲方式。春节期间，
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惠民活
动，营造春节气氛。北京、山西、内蒙
古等地开展“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

家”系列文化活动。“博物馆里过大年”
受到广大游客和市民的欢迎。据中国
旅游研究院调查，春节期间参观博物
馆、美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历史文
化街区的游客比例分别达 40.5%、
44.2%、40.6%和18.4%。

春节期间，各地乡镇春节文化生
活丰富多彩。民俗活动、文化展览等
极大丰富了节日生活。全国各地县、
乡、村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左
邻右舍成为舞台主角，逛庙会、猜灯
谜、旅游文化巡游等迎新年活动吸引
广大游客到农村闹新春，草莓采摘、柑
橘采摘成为亲子游的热门活动。

44..1515亿人次亿人次！！

旅游接待总人数同比增长7.6%

春节黄金周：市场人气旺 消费亮点多

4版春节账单彰显消费澎湃动能

5版

支付体系通过春节大考 6版

这些行业“点燃”了消费激情

上图 2 月 10 日，
民间艺人在河北邯郸市
广府古城庙会上表演舞
狮。 杨 扬摄

（新华社发）

左图 春节期间，
安徽滁州南谯区花鸟鱼
虫市场，市民在选购鲜
花绿植。 董 超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