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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记者张晓
松 林晖）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 日上午在参加首
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要发扬中华民族
爱树植树护树好传统，全国动员、全民动
手、全社会共同参与，深入推进大规模国
土绿化行动，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春染大地，生机勃发。上午 10 时
30分许，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集
体乘车，来到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同首
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点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城市
森林公园内，面积约500亩。这一地块原来
建有化工厂等设施，拆迁腾退后用于绿化建
设，未来将成为群众放松休闲的活动场所。

一下车，习近平就扛起铁锹，走向植
树地点。正在这里植树的干部群众看到
总书记来了，纷纷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
向大家挥手致意，随后同北京市、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负责同志以及首都干部群众、
少先队员一起挥锹铲土、围堰浇水，忙碌
起来。

油松、国槐、侧柏、玉兰、红瑞木、碧桃
……习近平接连种下 7 棵树苗。他一边
劳动，一边向身边的少先队员询问学习生
活和体育锻炼情况，叮嘱他们从小养成爱
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用自己的双手
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祝他们像小树苗
一样茁壮成长。

植树现场一片热火朝天景象。参加
劳动的领导同志同大家一起扶苗培土、拎
桶浇水，不时同身边的干部群众交流加强
生态保护、坚持绿色发展的看法。

植树间隙，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群众
亲切交谈。他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植树节
设立 40 周年。40 年来，我国森林面积、
森林蓄积分别增长一倍左右，人工林面积
居全球第一，我国对全球植被增量的贡献
比例居世界首位。同时，我国生态欠账依
然很大，缺林少绿、生态脆弱仍是一个需

要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爱

树、植树、护树的好传统。众人拾柴火焰
高，众人植树树成林。要全国动员、全民
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各级领导干部要

率先垂范，持之以恒开展义务植树。要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国
土绿化高质量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因地制宜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
化行动，持续推进森林城市、森林乡村建

设，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做到四季常绿、季
季有花，发展绿色经济，加强森林管护，推
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国务委员等参加植树活动。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发扬中华民族爱树植树护树好传统
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加

4月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
动。这是习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树。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记者史竞男） 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社
会科学院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日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该丛书分十二个专题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主要观点、精神实质，阐明这一
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分析
这一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呈现其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及其伟
大意义。

该丛书注重在理论的深化和转化上下功夫，力求把
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对于引导党员干部群众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不断增进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出版发行

认可奖项类别缩减，招生人数大幅减少——

“史上最严”高校自主招生来了 5版

乡村治理要充分尊重农村特点 9版

7版

15版

不良率下降 拨备率上升——

上市银行资产质量向好 6版

民营航天不惧失败 13版

上市房企年报陆续出炉——

房企三个新趋势日渐清晰

特等功臣张富清：藏功名 葆本色

星期二
2019年4月

农历己亥年三月初五

第13049期 （总13622期） 今日16版

日9

本报北京4月8日讯 记者曾金华 顾阳报道：经
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 4 月 9 日
起调整进境物品进口税。一是将税目 1、2 的税率分别
由现行 15%、25%调降为 13%、20%；二是将税目 1“药
品”的注释修改为，对国家规定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增
值税的进口药品（目前包括抗癌药和罕见病药），按照
货物税率征税。

进境物品进口税也称“行邮税”，是海关对入境旅客
行李和邮递物品征收的进口税，其中包括关税以及进口
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

据悉，此次重点下调了日用消费品的行邮税税率，婴
儿奶粉等食品、手机和数字照相机等信息技术产品的行
邮税率从15%下调为13%；纺织品、箱包、鞋靴、家电、摄
影（像）设备等物品的行邮税率从25%下调至20%，有利
于促进扩大进口和消费，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
的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记者安蓓） 国家发展
改革委8日称，2019年我国将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
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
至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
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
点任务》明确，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
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
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
精准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
户。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强调，推进常住
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确保有意愿的未落户常住人
口全部持有居住证，鼓励各地区逐步扩大居住证附加的
公共服务和便利项目。2019年底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达
到基本办学条件“20条底线”要求，在随迁子女较多城市
加大教育资源供给，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
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持续深化利用
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扩大公租房和住房公
积金制度向常住人口覆盖范围。 （详见第五版）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

今年将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

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今起下调

寒武纪、第四范式……这里，拥有人
工智能企业约 400 家，专利 8000 多件，
均居全国第一；

百度、京东……这里，聚集着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2.5 万家，创业投资案例数、
金额均居全国第一。

这里，就是北京！
向创新要动能，向科技要动力，首都

北京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春天：数据显示，
2018年北京新经济实现增加值超万亿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3.2%，其中高技
术产业增加值6976亿元，增长9.4%。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北京是如何实
施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调整，把过去事实
上的经济中心调整为科技创新中心的？
让我们踏着春天的脚步一探究竟。

新速度决胜

从寂寂无名到万众瞩目，需要多久？

旷视科技只用了不到6年时间。
2011年，3名清华毕业生追逐梦想，

成立公司，不断深耕人脸识别技术。
2017 年美国著名科技杂志《麻省理工科
技评论》发布全球50家最聪明公司，旷视
位列第11位，在线人脸身份验证平台为
超过4亿用户提供验证服务。

北京南五环，泰德制药也已破茧成蝶。
每年将销售收入的 8%用于研发创

新，专注于生物医药，如今这家制药企业
已拥有多项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
术，上市了我国首个脂微球载体前列地尔
注射液、全球首个口服的前列环素衍生物
等多个产品。“目前，我们还有30多个在
研化学药，4 个在研生物药，有治疗特发
性肺纤维化的，有减轻癌痛的。”泰德制药
有关负责人言语间满是自豪。

泰德制药所在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位于亦庄。从试验区到高新区，这片面
积仅占北京 0.35%的“弹丸之地”如今已

“点石成金”：2018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3841.2 亿元，对全市工业产值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50.8%。

什么叫寸土寸金，北京亦庄是个生动
的注脚，但并非孤例，北京海淀亦是一个
突出代表。2018 年，在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 的 带 动 下 ，海 淀 区 生 产 总 值 达 到
6479.5 亿元，平均每平方公里产出 15 亿
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8万美元。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创新，正成为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最耀
眼的颜色。纳恩博公司专注于引领智能
短交通产品的创新，目前拥有多项机器人
领域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在自平衡
车技术安全及控制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
位；格灵深瞳公司自主研发的世界首款基
于人眼工作原理的摄像机，采用独创的像
素动态瞬时分配技术，可距离50米实现
大场景目标识别……

这样惊人的“创新速度”是怎样炼成

的？透过一组数据或可管窥一斑。2018
年，北京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
强度居全国之首；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111.2 件，位居全国第一；69 项成果获国
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通用项目获奖总数
的30.8%；英国《自然》增刊《2018自然指
数—科研城市》对全球500个城市进行了
评价，北京蝉联全球第一。

“必须全方位推进自主创新和原始创
新，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基础研究，
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
点。”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许强对
记者说。

在采访中，有专家感慨，曾几何时，首
都因其行政地位形成资源虹吸式的集聚，
成为“拿来主义”的巨筐；而科技创新中
心，则是通过科技的力量实现“无中生有”

“有中生新”，催生高科技产业裂变式发
展，这对全国其他地区的高质量发展都能
起到辐射带动作用。 （下转第二版）

吹 响 创 新 冲 锋 号
——北京市加快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中）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力 杨学聪 沈 慧 朱轶琳

时值春日，海南三亚市大东海附近海面上，游艇游船
如织。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为
契机，海南大力发展海洋旅游，特别是邮轮游艇产业迎来
重大发展机遇，将推进建设数个游艇特色小镇，三亚也在
抓紧建设发展邮轮母港。 丁幼华摄（中经视觉）

海南邮轮游艇产业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