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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早春二月，珠江之畔生机盎然，南
海之滨气象一新。在这播种希望的时
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文，于2019年2
月18日正式公布。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策。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远见卓
识，从全局高度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擘
画蓝图。

——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全
面推进内地与香港、澳门互利合作，支
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把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扎实推进高质量
发展的示范，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
级城市群。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
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关心指引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热潮澎
湃而起。

领航掌舵，把脉定向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立足全局和长远作出重大
谋划，引领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加快推进

风起南海，潮涌珠江。
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得风气之先

的地方，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
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就来到广
东。他指出，希望广东联手港澳打造更
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踏上广东这片热土。他强调，要把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
机遇、大文章，抓紧抓实办好。

湾区，既是地理概念，也是经济现

象。著名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
京湾区，都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

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珠三角九
市组成，总面积达 5.6 万平方公里，
2017 年末总人口约 7000 万，2017 年
经济总量约10万亿元。

历经改革开放 40 年快速发展，尤
其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粤港澳合
作不断扩大深化，这一区域坐拥明显区
位优势，累积了雄厚经济实力，创新要
素集聚、国际化水平领先，已具备建成
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
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面临提升国际竞争

力、实现转型发展、创新合作发展体制机
制等新机遇，同时必须破解供求结构、经
济增长内生动力、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
动、生态环境等面临的发展难题。

善弈者谋势，能牢牢把握机遇、积
极应对挑战。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
足全局和长远作出的重大谋划，是保持
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决策。

2017年7月1日，在习近平主席亲
自见证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粤港澳
三地政府在香港共同签署《深化粤港
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习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这件大
事办好。几个月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在中国发展大棋局上，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无疑是重要一子。这是新
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
尝试——

“要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高标
准建设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高
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要继续推进
改革，抓好改革举措的协同配套、同向
共进。”

“在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香港、澳门的地位和作用只会加强，不
会减弱。”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重心长，为粤
港澳三地以大湾区建设为重点锐意进
取、不辱使命，指明方向，鼓舞信心。

（下转第三版）

着眼发展大局 共享时代荣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纪实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的意见》全文如下。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
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为扶持小农户，
提升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能力，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基础，现就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建设现
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但也
要看到，我国人多地少，各地农业资源
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丘陵山区地块
零散，不是短时间内能全面实行规模化
经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实现集中连
片规模经营。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
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
要经营方式。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发
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扶持小农户的关
系。既要把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农
业现代化必由之路的前进方向，发挥其
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也要认
清小农户家庭经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
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形态的国情农情，在
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同
时，完善针对小农户的扶持政策，加强
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把小农户引
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一）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是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的重大举措。小农户是家庭承包经
营的基本单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
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
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需要长期坚持并
不断完善。扶持小农户，在坚持家庭经
营基础性地位的同时，促进小农户之
间、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开展合作与联合，有利于激
发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内在活力，是夯实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
根基。

（二）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推进中国特色
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小农户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
式，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重要作
用。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小农户的现代化。扶持小农户，引
入现代生产要素改造小农户，提升农业经营集约化、标准化、绿
色化水平，有利于小农户适应和容纳不同生产力水平，在农业现
代化过程中不掉队。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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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运营。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2018 年 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航
天员大队迎来20岁生日。在这个光荣
的时刻，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他们“时
代楷模”荣誉称号。

浩瀚宇宙，灿烂星河，这支英雄的
航天员队伍见证了中华民族一次次飞
天的壮美航迹。

太空授课、天宫遨游星汉、航天员
中期驻留……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航
天事业在习主席领导推动下，成就
非凡。

前不久，我们探访北京航天城、甘
肃酒泉、四川大凉山等地的航天人，听
他们讲述记忆深处的那些难忘场景，感
受我国由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稳步迈
进的铿锵足音。

“追求卓越，扎根大漠，
报效祖国和人民”

“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时
隔多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科技干部安
金霞回忆起习主席接见时的情景，激动
地说，“习主席的殷切嘱托给了我们无
穷的力量。”

2013年2月2日，习主席冒着严寒
来到我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在中心史馆，习主席
同围拢来的科技人员亲切交谈。

当谈到是什么能够让大家在这里
一干就是十几年几十年，中心领导点名

让安金霞来回答。是时，她已经在大漠
深处工作了 13 年，并深深地爱上了这
里的工作，为此放弃了获得清华大学博
士学位后留在北京的机会。

安金霞从成就感等方面谈了自己的
体会，“我说的不仅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受，
也是中心广大科技干部的共同心声”。

听完回答，习主席露出满意的微
笑，勉励大家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载
人航天精神和“东风精神”，以民族复兴
为己任，追求卓越，扎根大漠，报效祖国
和人民。

转眼已是6年有余，安金霞和同事
们把这句话牢记心间，全身心投入到科

研试验和任务之中，在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等技术提升航天发射飞行分析评
估等方面取得了突破。

习主席亲切的关怀和期望，如汩汩
暖流，也鼓舞着远在千里之外的科技干
部张润红。

“报告主席，我还有一个目标，就是
成为我国首位女性‘01’指挥员。”2018
年 2 月 10 日，习主席春节前夕来到驻
四川部队某基地看望慰问官兵，张润红
作为基地科技干部代表受到接见，这句
响亮的报告，通过电视新闻让全国人民
记住了这个精干的女性航天科技干部。

（下转第三版）

“北京榜样”：平凡人书写不凡故事 15版

31省区市聚焦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 10版

向更深更远的太空迈进

2 月 20 日，经济日报社
“2019 年新春走基层”大型主
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

31 天里，报、网、端、微各
个板块的 80 多名记者深入车
间厂房、田间地头、社区街巷，
用心感受、用情采写，努力转
变、创新表达，文字、图片、视
频、直播、VR 全景制作齐上
阵，为广大读者网友呈现了一
场全媒体、可视化、鲜活生动的

“新闻大餐”。
31天里，320篇原创稿件，

数十个新媒体作品，数千万人
次的阅读量，视频直播近百万
人次参与。在万家团圆、举国
欢庆中国年的温情时刻，经济
日报与千万读者网友密切互
动，共同完成了一次次正能量
的传递。

“新春走基层”主题采访活
动，是新闻战线的品牌，更是一

次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的历练。在路上、在基层、在现
场，我们见证日新月异的火热生
活，感动于坚守执着、不懈奋斗
的普通劳动者。我们深刻感受
到，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
只有沉下去、走下去，脚到、眼
到、心到，才能生动讲述中国发
展好故事，才能不负伟大奋进新
时代。

我们见证：

不停歇的创新，高质量的发展
刚刚过去的一年，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
战，实现经济稳中有进。春节期
间，依然忙碌的生产线，一刻也
不停歇的创新步伐，奋力拼搏的
实干精神，正汇聚成巨大力量，
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支撑。 （下转第三版）

2016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扬长避短、扬长
克短、扬长补短，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聚焦发力，打好发展组合拳，奋力走出
全面振兴新路子。在贯彻新发展理念
中寻找机遇、打造亮点、拓展优势；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
间，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
美好家园。

3年来，黑龙江省各地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扎扎实实推动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在黑龙江落地生效。

围绕振兴发展大局，重塑
投资营商好环境

“着力打造全面振兴好环境”。黑
龙江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重塑
良好营商环境，让投资不但能过山海
关，而且让更多更好大项目落地龙江。

今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黑龙江就
召开了全省深化机关作风整顿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大会，以“钢牙啃硬骨头”精
神，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好转。

“作风和环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
不过分，什么时候讲都不过时”。“磨刀
不误砍柴工，作风和环境就是做好龙江
工作的两把‘刀’，这两把‘刀’不磨快，
我们就难以完成振兴使命。”黑龙江省
委书记张庆伟表示。

黑龙江省省长王文涛提出，重塑营
商好环境，以“办事不求人”为目标，着
力打造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
的法治环境、诚信守约的人文环境、绿
水青山的生态环境以及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环境，树立“人人皆是营商环境”
的理念，以良好营商环境引资兴业。

全省很多部门也陆续推出重塑营商
好环境“办事不求人”的新举措和目标。

——异地参保“就医报销不求
人”。黑龙江省在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过程中，聚焦群众就医、结算的痛
点问题，创新管理方式、简化办事流
程、加大信息公开，排解群众苦恼，
增加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截至2018
年底，黑龙江省跨省异地就医备案人
数 由 2017 年 的 11.62 万 人 上 升 到
42.64 万人，是全国异地就医备案人
数最多的省份。

——“上学不求人”，为加快实现教
育公平，黑龙江要求实现中小学校零择
校、零择班、零择位、零指定，努力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着力破解“入园难”

“入园贵”问题。 （下转第四版）

绘 就 全 面 振 兴 的“ 龙 江 画 卷”
——黑龙江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倪伟龄

一次增强“四力”的历练
——经济日报社“2019年新春走基层”

大型主题采访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许红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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