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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燕生

让互利共赢的大门越开越大
——做好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开放的事

“主动做好自己的事”系列专论⑤

【引 言】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
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关系
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从“房住不炒”定位到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从
住房保障到供应体系建设，从易地搬迁扶贫到棚户
区改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百
姓安居冷暖，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
作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全面部署、躬身推进。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新华社记者在回访
中看到百姓“梦圆安居”的一张张笑脸，看到他们正
在从“新”出发，用双手、用辛勤的劳动创造幸福而
有尊严的生活。

【故事一】“靠天吃饭”的土族人
搬新家置新业

浓烈的酒香扑鼻而来。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55 岁的吕有金正翻看

家里电热炕上几大桶酒糟的发酵情况。
吕有金家七八间房，盖得颇为讲究，主房梁檐

全部采用当地流行的木雕油漆工艺。2016年底搬
进新居后，他拾起家传酩馏酒酿造手艺，办起了酿
酒家庭作坊。

厨房煮着酿酒的青稞，主房摆着十几坛酿好的
酒。窗外，四分地的院子，外墙绘着土族崇尚的彩
虹图案，分外醒目。

时光倒流至 2016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班彦村考察。他走进村民新居察看面积、结构、建
筑质量，同监理新居建设的村民们交流。吕有金清
晰地记得，那天，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看反映
乡亲们过去居住的旧村状况的视频。

“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易地搬迁前，吕有金
住在青藏高原六盘山连片特困区的脑山地区。吃
窖水，走山路，7公里陡峭崎岖的土路把他和乡亲们
祖祖辈辈困顿在山里。

“党和政府就是要特别关心你们这样的困难群
众，通过移民搬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
记的话，让吕有金的心暖暖的。

好日子真的来了！吕有金开办家庭酿酒作坊的
第一年就赚了3万元。

“安顿下来后，生产要搞上去，生活要自立。”吕
有金告诉记者，不能忘记总书记的嘱托，不能在发
展上再落后。“脱贫‘摘帽’了，腰杆一下硬了！”

新村充满新气象，通了天然气，接了自来水，汽
车可以开到家门口。居住区和养殖区隔离建设，每
家每户修了水厕、排水管网，村里建了一座日处理
能力100吨的污水处理站，污水不再横流、垃圾不
再乱倒。

“这个季节生意是淡季。闲下来，我就带孙女。”
记者顺着吕有金手指的方向看去，孙女卧室炕上放着
书，炕旁搁着小书桌。“从家里到村里小学，走路不到
10分钟，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记者手记】 “住有所居”既是承诺，也是责
任。住房问题是重大民生问题，关系着千家万户的
基本生活保障。

“安居”是“乐业”之本。“挪穷窝”“拔穷根”，开
对方子、找准路子。针对特殊地区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从根本上改变深度贫困地区困难群众的居住和
生产条件，辅以教育、培训、产业指导，才能帮助贫
困人口真正摆脱贫困，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同全国
人民一起奔跑。 （下转第二版）

为了梦圆安居，创造幸福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住有所居”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
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这既是中华民族从近现代历史汲取的最深刻经验
教训之一，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对外开放理论和
实践探索得出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总结。

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坚
定不移地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开放，主动把我们自己
的事情做好，让互利共赢的大门越开越大，是推动经
济全球化继续前行，承受并化解大国博弈挑战，在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来源；是抵御和防范各种霸
凌手段的冲击，促进形成强大的科技第一生产力，促
进形成强大的全方位国际合作网络，促进形成强大
的创新链产业链的坚实基础；是新时代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自觉行动。

准确理解新时代推动全方位
高水平开放的新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面开放的经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开放的发展道路。正是
依靠改革与开放的双引擎，“中国号”巨轮才能长
驱驶入世界经济大潮流。40 多年来，我们以对外
开放为基本国策，既坚定不移地打开国门，吸收一
切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又坚持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的方针，有效抵御各种国际政治风险和经

济冲击，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
从被排斥在多边体系以外到成为世贸组织重要成
员、再到经济全球化的“最大旗手”，从局部试点到
全面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历史性转折。这一非
凡历程，深刻改变了整个中国，也深刻影响了整个
世界。

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我们发
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有效
对接互补，加速了国内市场的发育、经济结构的升
级、民生福祉的增进，促进了我国经济更加充分地
融入全球化过程，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的形成。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第一大工业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
群体为主要支撑的消费市场，成为最大货物出口
国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第
二大对外投资国，近 5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
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
献率的总和，稳居世界第一位。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
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与40
年前相比，今天的国际力量对比、国际产业分工格
局、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

“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不同以往，应对外部
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不同以往。由此，
我们面对的问题和任务也区别于40年前：不是要

不要对外开放，而是站在更高起点上，探索如何提
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如何增强发展的内外联
动性、如何面向未来塑造全面开放新格局。

我们要正确理解新时代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开
放的新内涵。一是推动通商层面的开放。包括持
续降低关税率，取消非关税措施，提高贸易投资自
由化和便利化的水平与效率。二是推动规则等制
度型开放。包括降低产业政策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鼓励竞争政策转向所有制中性、市场竞争中性和市
场开放中性，推动劳工标准、知识产权标准、环境标
准等与国际高标准对接。三是提高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要推动规则、标准和制度
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和开放；另一方面，要推动
法治和治理现代化，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国际合作，
包括能力建设、制度建设、跨境网络建设等方面加
强国际合作。

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要让全方位高
水平开放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需要做好三项准
备工作：一是打造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打造高
标准的市场环境、投资环境、营商环境、法治环境和
创新环境。三是创建五大支撑体系。包括创建一
流大学和人才支撑、一流创新链和成果转化、一流
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一流总部经济和功能
性分支、一流“三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跨
境合作网络。 （下转第三版）

有没有推开窗户就能见到雪山的大都市？
有，成都就是。
早在唐代，住在成都浣花溪边的大诗人杜甫

写下了诗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
船”。杜甫的诗句并非夸张，合适的气候条件下，
在成都市确实能看到海拔5300多米的西岭雪山
主峰大雪塘。

千年后的今天，在朋友圈晒“窗含西岭千秋
雪”的美景成为成都人的一大美事。有热衷于“窗
台”上拍雪山的发烧友做过统计，在成都市区的不
同方位能看到的雪山不下10座，比如贡嘎山、西
岭雪山主峰大雪塘、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等。

雪山美景前些年难得一见，但随着成都空气
质量的不断改善，“偶露真容”的雪山，显现的频率
越来越高。一直追踪这一美景的成都摄影爱好者
田相和的体会最直观：“2016年拍到雪山20多次，
2017年拍到30多次，2018年拍到50多次。”

空气质量指数是最好的佐证。成都市生态
环境局气候处处长刘迁告诉经济日报记者，2017
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35天，比2013年增加
了103天，而2018年达到251天，同比又增加16
天，PM10、PM2.5浓度同比则分别下降8.0%、8.9%，
创历史最优。今年上半年，成都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达 142 天，同比增加 21 天，PM10、PM2.5浓度分
别下降11.9%、11.5%，结束了自2013年以来每年
一季度有重污染天气的历史。

地处盆地的成都，空气自我净化的自然条件不
理想，靠风吹、靠雨淋都不靠谱，只能靠自己努力。

成都是怎么做到的？
先看一组数据。据成都市交管部门统计，今

年1月份至5月份，成都市有2.2万台私家车通过
“蓉e行”平台申报停驶，合计停驶天数63000多
天，同比增加113%。

在成都，绿色低碳出行渐成风气，而风气的
形成正是因为政府提供了便利的公共交通。快
速公交大受欢迎，已开行的二环路8条快速公交
线路，日均客流量超过33万人次。全市共享单车
日均骑行次数达 200 余万人次。城市轨道交通
最大单日客流量达 486 万乘次，位居全国前五。
中心城区公交出行分担率由2013年的28%提升
到53%，自行车出行比例达到11.6%。

同时，成都市加快推进传统产业低碳转型，
去年一年淘汰落后产能企业49户、减排二氧化碳
96 万吨，全市基本退出了钢铁冶炼、印染行业。

“全市目前只剩下两台大型燃煤锅炉。”刘迁自豪地告诉记者，去年淘汰掉
22台大型燃煤锅炉，仅此一项，一年就可减排二氧化碳30万吨。

与其他城市一样，城市固体废弃物让人头痛。“成都市正在建设的长
安静脉产业园将突破这一困境。”成都市经信局节能环保处处长郑学宇告
诉记者，在这个投资140多亿元的生态工业园区里，传统的“资源—产品
—废弃物”的线性经济模式，已改造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环经济
模式，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等都将循环利用，该园区已被国家有关部门评
为资源循环利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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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
调，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
水平。这是我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应对
外部复杂环境的立足之本。

“产业基础能力是本次中央政
治局会议的一个新提法，是对工业
基础能力的一个拓展和补充。”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
部研究员许召元接受经济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

过去，工业基础能力主要是指
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
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
基础，也称为工业“四基”。多年
来，工业“四基”是制约我国工业发
展的最大瓶颈。

比如，我国是世界第一的电子
产品制造大国和造船大国，但是大
部分的高端芯片、高铁装备核心零
部件、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近
半船舶动力系统及装置等众多“四
基”产品却依赖进口。

比如，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国产品牌手机出
货量 1.72 亿部，占同期手机出货
量的 92.7%。但国产手机的核心
基础软件、操作系统等却几乎完全
依赖国外。

“传统的工业‘四基’还应再加
上基础软件这一项。”许召元认为，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的发展，传统服务业领域的
基础能力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基础
软件方面，集成电路设计软件、操

作系统、数据库、人工智能算法的
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不少工业基础
能力。因此，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提出的产业基础能力，是在传统的
工业基础能力基础上，再加上生产
性服务业领域的基础能力。

如何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当
然是强化基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
领域，补齐重大短板，完善产业链
配套，提升产业链、优化创新链、配
套服务链、培育人才链，从而推动
产业真正走向高质量发展。

我国率先开发出世界最高级别
R6级系泊链钢、高温超净电袋复合
除尘技术开发及应用取得重大突
破、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亚洲最大
的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鲲号”正
式投产……上半年，我国不断强化
科技支撑和新兴产业引领作用，全
力推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和创新产品“迭代”应用，优化产业
基础能力，大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
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9%，战略性新兴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7.7%，分别比整体制
造业快2.6个和1.3个百分点。

“要继续聚焦少数关键核心领
域，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组织力
量集中攻关。”许召元认为，优化
产业基础能力是一项长期行动，
需要发挥政府和行业组织的专项
攻关行动，从宏观层面统筹协调
和整合资源，引导产业链上下游
之间、产学研用之间形成联动，共
同开展技术攻关，集中力量突破一
批关键瓶颈。 （下转第二版）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系列述评④

提升水平：强化产业基础能力
本报记者 黄 鑫

下图 8 月 11 日，救援人员在山
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一积水路段救助
被困车内的九旬老人。

陈鹏宇摄 （新华社发）

左图 8 月 11 日，山东青岛沿海
掀起大浪。

气象部门提醒，相关部门需做好
防暴雨应急工作；切断有危险的室外
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
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
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
的安全。同时，还需做好城市、农田的
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
坡、泥石流等灾害。

王海滨摄 （新华社发）

本报讯 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的
中心已于 11 日 20 时 50 分在山东省青岛
市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
9级。截至11日17时，台风“利奇马”共造
成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福建等6
省市651万人受灾，145.6万人紧急转移安

置。浙江、江苏、上海、安徽、山东等地自8
月 9 日以来有 73 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洪
水。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浙江、
上海、江苏等地3万多名消防指战员共参
加抢险救援5890起，营救遇险和疏散转移
被困群众6257人。 （相关报道见四版）

“利奇马”再登陆 145.6万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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