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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 努力走出
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下党”的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经过 30 年
的不懈奋斗，下党天堑变通途、
旧貌换新颜，乡
亲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感、获得感，这生动
印证了弱鸟先飞、
滴水穿石的道理。
希望乡亲们继续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坚
定信心、
埋头苦干、
久久为功，持续巩固脱贫成
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
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习近平
2019 年 8 月 4 日

下党乡位于闽东宁德的大山深处，直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全乡没有一条公路，交通
十分不便，素有“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的
说法。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
进下党调研指导扶贫工作。第一次是 1989
年 7 月 19 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乘车
近 3 个小时、步行 2 个多小时，冒着酷暑到下
党乡访贫问苦，帮助解决发展难题。近日，受
乡 亲 们 委 托 ，下 党 乡 6 位 党 员 干 部 群 众 给
习 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下党脱贫的喜讯，表
达了对党中央和总书记的感恩之情。

引

言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
民族的希望，
让每一名少年儿
童都能茁壮成长，
是全社会的共同心愿。
前往学校考察调研、同少年儿童代表座谈、给小学生回
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少年儿童
的身体健康和成长成才。一句句真情叮嘱，一个个重要指
示，
凝聚着总书记对祖国未来的真挚关怀和殷切希望……

【故事一】 温馨的儿童之家撒满爱的种子

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
开放、人员自由执业、信息快捷联通，打造更具
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更好服务对外
开放总体战略布局。
《方案》提出，
到2025年，
新片区将建立比较
成熟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体系，
打造一
批更高开放度的功能型平台，
区域创造力和竞争
力显著增强，
经济实力和经济总量大幅跃升；
到
2035 年，
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
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形成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
成果，
打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
成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方案》明确，新片区参照经济特区管理。

要建立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在适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各项开放创新措施的基
础上，支持新片区以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
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等为重点，推进
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要建立全面风险管理
制度。以风险防控为底线，
以分类监管、
协同监
管、
智能监管为基础，
全面提升风险防范水平和
安全监管水平。要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
开放型产业体系。发挥开放型制度体系优势，
推动统筹国际业务、
跨境金融服务、
前沿科技研
发、
跨境服务贸易等功能集聚，
强化开放型经济
集聚功能。加快存量企业转型升级，整体提升
区域产业能级。
（相关报道见四版）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幼有所育﹄篇
——

习近平回信勉励福建寿宁县下党乡的乡亲们

编者按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习近平总书记一
直心系民生，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头等大事。
一次次调研、
一封封回信、
一篇篇讲话，
聚焦百姓冷暖，
传递民生牵挂，
彰显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
的深厚情怀。
即日起，
本报连续刊发新华社记者采写的
“习近平
的民生关切事”系列报道，分别从“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
扶”7 个方面，集中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我国民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取得显著成就，充分展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沐 浴 阳 光 ，让 少 年 儿 童 茁 壮 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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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 日前，国务院
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
《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
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
的自由贸易园区，选择国家战略需要、国际市
场需求大、对开放度要求高但其他地区尚不具
备实施条件的重点领域，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
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加大开放型经济
的风险压力测试，实现新片区与境外投资经营
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便利、运输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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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 日给福建省
寿宁县下党乡的乡亲们回信，祝贺他们实现了
脱贫，鼓励他们发扬滴水穿石精神，走好乡村
振兴之路。回信全文如下：
寿宁县下党乡的乡亲们：
你们好！
来信收悉。得知下党实现了脱贫，乡亲们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非常高兴。向大家致以
衷心的祝贺！
“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当年“三进

7

“苹果，苹，果……”在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6 岁的
脑瘫儿童小刚随康复老师一遍遍跟读。半天的康复课程结
束，
他已经能慢慢地说出
“苹果”一词。
小刚在福利院生活快 5 年了。刚来时不会说话，也不
会走路，经过近 5 年有针对性的动作和语言康复训练，他已
经可以进行简单的运动和交流。每当看到福利院院长武文
俊走来时，
小刚便开心地挥手喊着：
“妈妈，
妈妈来了！”
小刚是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里 150 多名孤弃儿童中
的一员。那些曾经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在这里找到了新的
归宿，
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
“家”
。
2014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利院，看望这
里的孩子们。
“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
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
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感动了
在场所有人。
今天的福利院，
温暖无处不在。
五彩的走廊挂满孩子们做的剪纸、拼贴、绘画作品，花
花鹿家、奔奔牛家、壮壮班……一个个房间内传来孩子们的
欢声笑语，
很难相信他们当中 98％都有中重度残疾。
活动室内，几名 1 岁左右的幼儿在“小兔子拔萝卜”的
歌声中有节奏地挥动着小手；
教室里，
一群三四岁的孩子在
老师带领下玩过家家的游戏，学习生活自理；特殊教育区，几名学龄儿童围坐在特制的
桌子旁，
跟着老师学习认识数字……
据武文俊介绍，
福利院模拟家庭的抚养方式让孩子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按照年龄、
身体残疾程度和生活自理能力，
福利院将儿童划分到不同的养育区。其中，
对正处在建
立母婴依恋关键期的 0 至 3 岁孩子，由模拟家庭养育，3 岁以上的孩子开始学习生活自
理，
进入集体养育区。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5 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聆听孩子们歌唱《感恩的心》。
悠扬的歌声响起时，
不少人都眼眶湿润了。
如今，
这些孩子中有的已经走出福利院，
依旧不忘习爷爷的教诲。
聋哑女孩王雅妮牢记着习近平总书记
“好好学习，
学业有成”的叮嘱，
成为呼和浩特
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美容课老师。她希望把学到的美容美发技能，教给特殊教育学
校的学生，
让他们拥有一技之长。
她还时常回来看望
“弟弟”
“妹妹”们。
“把感恩牢记心中，
用所学回报社会，
我会把得
到的关爱传递给福利院的每个孩子。”王雅妮用肢体语言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记者手记】 每一名身处困境的儿童，
都不应是折翼的小天使。
努力使所有儿童都能拥有美好灿烂的明天，
是每个家庭最大的愿望和期盼，
也是国
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基础和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关怀下，一部部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农村
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同时，
我国不断加大对特殊困难儿童群
体的保障力度，
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
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一系列扎实的举措，
力争让每个孩子都沐浴在爱的阳光下。
记者在福利院看到，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脸上挂着灿烂的笑；那些生活无法自理
的孩子，努力做出手工送给前来探望的叔叔阿姨；那些从小失去父母的孩子，被来自四
面八方的爱包围着……
折翼的天使终究会张开翅膀，
在天空翱翔。
（下转第二版）

扶贫新村美如画

8 月 5 日，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黑山镇八角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新村，一栋栋造型雅观、
错落有致的
川东民居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近年来，
万盛经开区将扶贫工作与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有机结合，
先后投入资
金 6 亿余元，建成了以旅游配套服务功能为主的 18 万平方米安居房，对近 1000 户 3000 余名高山村民进行了
生态搬迁，
实现了
“农民变居民，
穷山变金山”
。
曹永龙摄 （中经视觉）

针对美方无理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
标签，
专家表示——

中国没有也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

《新中国发展面对面》连载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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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是 奋 斗 出 来 的
——中国老百姓日子怎样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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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美国财政部在北京时间 8 月 6 日凌晨发布
声明，决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此，
专家认为，中国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不
存在“汇率操纵”的问题。中国不搞竞争性贬
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也不会将汇率
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
“8 月 5 日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很大程度是
由于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市场上对中国国际
收支平衡和人民币的悲观情绪上升造成的。”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可以说，是
美国的做法造成的，与人民银行无关。
当前，人民币汇率无论是涨是跌，均是由
市场决定的，并非人为操纵的结果。
“在机制上
人民币汇率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不存在
‘汇率操纵’的问题。”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
员温彬表示，当前，中国实施的是以市场供求

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
浮动汇率制度。自 2005 年 7 月我国实施人民
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不断完善中间价报
价机制，扩大人民币对美元在中间价基础上的
浮动区间，从汇改初期的 3‰扩大到目前的
2%，可以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人民币汇率
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
尤其是 2015 年
“8·11”
汇改以来，
人民币双
向波动态势更趋明显，
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市场
化程度大幅提升。以 2018 年人民币的走势为
例，
2018 年 4 月中下旬起，
人民币汇率开始一轮
下行走势，到 6 月底，已经跌去了前期全部升
幅。到了 11 月，
人民币汇率在 6.9 关口徘徊后，
于 12 月迎来强劲反弹，
最终
“收复失地”
。在此
过程中，
人民币汇率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
都是
市场预期变化的反映，
而非人为操纵。
人民币汇率近日“破 7”也是中国坚持市场
决定的汇率制度的反映。温彬表示，近期，受
全球经济减速、多国央行降息、贸易摩擦加剧
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人民币

汇率受市场和情绪的影响也出现了波动，这恰
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反映。
有人认为，人民币在此时走跌，是中国在
以贬值应对贸易争端。
“人民币贬值对中国来说，没有什么确定
的好处。”余永定表示，人民币贬值利弊参半，
影响并不可控。贬值对于中国来说有太多不
确定性因素，如贬值之后可能会刺激资本外
流，可能加剧贬值，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中国
对外贸易保持大致平衡，贬值也会使得整个国
家的负担更重。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主动引导贬值副作用
太多，可能坏处大于好处。因此，我们不会有
意让人民币汇率贬值。
余永定强调，
“中国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
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也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
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这三条是中国的
政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去制定和执行对本
国好处不确定的政策，因此，有意引导贬值不
会是中国的选择。
（下转第三版）

散裂中子源项目对国家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愈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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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模范自治区”繁荣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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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