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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为深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
贯彻，帮助人们更好理解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项决策部署，
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撰写了2020年
通俗理论读物《中国制度面对面》。目
前该书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
合出版。

该书是“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的最
新读本，秉承其一贯特点和风格，集中回

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记者
了解到，从去年11月开始，中宣部理论
局就组织力量开展深入调研，梳理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怎么来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行稳致远等16个重
大问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和专家学
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讨，集中起
草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在凝聚各方面智
慧的基础上完成了书稿。

该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际，紧密联
系干部群众思想实际，从理论阐释、新
闻视角、问题意识、语言特色、历史纵
深、国际视野等维度，对这些重大问题
作出了深入浅出的解读，观点权威准
确，语言通俗易懂，文风清新简洁，形式
活泼多样，有助于进一步坚定广大干部
群众的制度自信，把人们的行动和力量
凝聚到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该书
既讲是什么又讲为什么，既讲怎么看又

讲怎么办，可作为干部群众、青年学生
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
重要辅助读物。

据悉，为适应新的网络传播方式和
读者阅读习惯，在出版纸质书的同时，
编者还组织录制了配套有声书，并精心
制作16集动漫微视频，以拟人化的制
度大家庭群像，通过角色化演绎、故事
化表达、场景化呈现、趣味化展示，生动
活泼地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丰富内涵和显著优势。

坚定制度自信 凝聚奋进力量

《中国制度面对面》出版发行
“小康生活什么样?”“小康啊，就是现在这样，有

的吃有的住，没的愁！”在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连樟
村，71岁的陆国荣老人坐在村口的小卖部里，与记
者聊起了小康。

陆国荣的几个孩子都已成家，有在城里工作的，
也有在村里发展的，日子都过得挺红火。老人说，

“活了70多年，就数这几年最舒心”。
两年前，连樟村还是贫困村，有几十户贫困户没

有脱贫。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翻山越岭来
到这个南岭深处的山村考察时说，“我一直惦记着贫
困地区的乡亲们，乡亲们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放不
下心来”。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连樟村几年前就开
展了软弱涣散党支部整顿提高工作，2017年4月换
届选举后，退伍军人、党员陆飞红担任党总支书记。
村里还加强班子建设，并通过积极发展新党员、加强
理论学习等方式，切实提高党员素质。如今,全村
70名党员，个个都是致富带头人。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有些群众不愿拆除破旧的猪栏牛舍，党员干部带
头捐资并拆除危旧房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党总
支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也得到显著增强。

这两年，连樟村一年一个样。村里始终把发展
产业放在第一位，在扶持贫困户“短平快”的种植、养
殖业项目的同时，还注重发展适销对路、产业链条
长、收益稳定的长效产业。果菜茶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大棚蔬菜基地、扶贫车间在连樟村快速崛起。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脱贫致富一个不能
落下。当地在认真分析贫困户特点后，坚持因户施
策、多措并举促脱贫。2019年，全村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人均收入2.25万元，同比增长42.3%。连樟
村也在当年退出了贫困村序列。

如今的连樟村已经成为大山深处的美丽乡村。
记者刚进村口，就看到了“连樟客厅”的牌匾。“连樟
客厅”里展示着村庄的发展史，透过一张张照片、一
组组数字，能更好地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变化。

40多岁的陆秀媚在村农产品市场里招呼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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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9
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2019
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332，
比上年增长23.4%。各项分类指数与
上年相比均有提升，其中网络经济指
数涨幅最高，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最
大。

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是促进经济
增长、推动结构调整、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为动态监测我国经济发
展新动能变动情况，国家统计局统计
科学研究所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
模式统计监测制度》和经济发展新动
能统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定基
指数方法，测算了2019年我国经济发
展新动能指数，并根据最新资料和口
径修订了2015年至2018年历史指数
数据。

结果显示，以2014年为100，2015
年至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
分 别 为 124.8、159.1、204.1、269 和
332，分别比上年增长24.8%、27.5%、
28.3%、31.8%和23.4%。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
闾海琪表示，从监测结果看，2019年，
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继续壮大，新产
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加快成长，经济
活力进一步增强，有力推动经济迈向高
质量发展。

2019年，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
比均有提升。其中，2019年网络经济
指数高达856.5，比上年增长42.0%，对
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
80.5%。与其他分指数相比，网络经济
指数增幅最高、贡献最大。

“随着网络经济持续发力，对新动
能指数增长的贡献最大。”闾海琪分析
说，“互联网+”深入推进、网络基础设
施支撑能力持续提升，为网络经济的发

展提供了有效保障，数字经济优势凸
显，网络消费持续活跃，新动能进一步
发展壮大。同时，新兴消费快速发展，
网络购物继续扩大，智能化产品、信息
等消费持续增长，线上线下融合步伐加
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成长壮大。

从经济活力看，2019年，经济活力

指数为313.6，比上年增长7.4%，对总
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6.9%。闾海琪表
示，2019年，我国进一步深化“放管服”
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开展，微
观主体活力不断增强。

在主要构成指标中，2019年，全国
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数量为2377.4万

户，比上年增加 227.8 万户，增长
10.6%；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预计增至
5200家左右，增长约7.4%；国家高新
技术开发区企业单位数超过14万个，
增长19.7%以上。2019年，创业板、新
三板挂牌公司数量为9744个，是2014
年的4.9倍。随着网络经济快速发展，
快递业客户主体和需求不断扩大，快递
业务应用范围日益广泛，快递业延续良
好发展态势。2019年，快递业务量达
到635.2亿件，比上年增长25.3%，是
2014年的4.6倍。

从创新驱动看，2019年，创新驱动
指数为201.4，比上年增长15.6%，对总
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8.6%。

“我国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培育壮大新
动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创新型
国家建设迈出新步伐。”闾海琪说。从
构成指标看，2019年，全国科技企业孵
化器年累计毕业企业数预计为16万
个，比上年增长14.8%；全国研究与试
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
为2.19%，比上年提高0.05个百分点。
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每万名R&D
人员专利授权数达到3448件，是2014
年的1.5倍。我国技术要素市场快速
发展，2019年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
增长26.6%。

从知识能力看，随着人力人才资源
优势进一步发挥，创新发展人才支撑得
到强化，知识能力建设取得新进展。据
测算，2019年知识能力指数为147.2，
比上年增长8.3%，增速比上年加快2.5
个百分点。

在主要构成指标中，2019年，我国
高学历、高技能人口比例继续提高，经
济活动人口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口占
比为0.95%，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每万名就业人员R&D人员全时当量
为461人年，比上年增长5.2%。

（下转第二版）

新动能持续壮大 新活力不断增强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本报北京7月13日讯 记者王轶
辰报道：13日，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
示，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6350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6.1%。

6月份，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第二产
业用电量 44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3%；第三产业用电量1037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7.0%；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82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3%。
前 6 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33547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3%。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373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8.2%；第二产业用电量
22510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5%；第
三产业用电量5333亿千瓦时，同比下
降 4.0%；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533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6%。

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1%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型商
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
于40%，这是在2019年“30%”目标之
上提出的更高要求。同时，监管部门要
求全国性银行要用好全面降准和定向

降准政策，实现中小微企业贷款“量增
价降”。重任当前，大型商业银行将如
何细化落实各项要求？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目标是综合
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小微企业信贷
需求、大型商业银行服务能力等因素后
作出的，有助于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市场
信心和预期，激发市场需求和活力。

疫情期间第一时间出台措施

“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增速不低于40%，是在上年较高基
数上提出的，连续两年快速增长，要求
并不低。但从2019年普惠金融相关指
标完成情况和一季度小微企业贷款实
际增长来看，大型商业银行通过努力应
该可以实现40%的增速目标。”新网银
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考验，对
小微企业而言更加明显。为此，大型商
业银行第一时间出台措施帮助小微企
业渡难关。

上海市虹口区水电路54号与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南院仅一街之隔，这
里坐落着一家备受社区居民期待的在
建养老院。近日，这家因疫情耽搁工期
的养老院盼来600万元的“救急款”，按
下建设“重启键”。

养老院项目的“重启”得益于一个
专项信贷项目。不久前，中国银行上海
分行专门推出针对社会养老服务机构
融资难问题的普惠金融专属信贷服务
方案“中银颐养贷”，这家在建养老院的
运营方和孝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正是首
个“尝鲜者”。“从申请到贷款发放只花
了不到一周时间，解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和孝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市场部负
责人金礼节说。

疫情期间，农业银行第一时间出台
措施，为受疫情影响还本付息困难的小
微企业客户提供延期还本付息安排，制
定“宽限期+展期+续贷+中长期贷款”
有机衔接的组合措施。农行还把小微
企业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分为3个阶
段：疫情初期，提供贷款宽限期服务；疫
情防控最吃劲阶段，充分提供展期服
务；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加大续贷展
期支持力度。

建设银行推出普惠金融“复工助企”
计划，包含“四专五化十八条措施”，通过
专门客群、专项政策、专属服务、专项红
利等“四专”机制和线上化、自动化、专属
化、红利化、综合化等“五化”服务，着力
实施扶微纾困系列措施，为广大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提供针对性金融保障。
截至6月末，疫情发生以来已为小微企
业累计投放贷款超过1万亿元。

（下转第二版）

小微贷款增速超四成，如何实现？
编者按 为有效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今年以来，金融政策

暖风劲吹，让不少中小微企业感

受到融融暖意。近期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进一步要求增强金融

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并作出多

项部署。银行业作为服务中小微

企业的主力军，如何贯彻落实相

关政策要求，并加快转型、提高服

务质效？本报从今日起推出“如

何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四问银

行业”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如何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四问银行业 ①

本报讯 记者刘畅报道：7月12日，国内首台1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三峡集团福
建福清兴化湾二期海上风电场成功并网发电。这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单机容量亚太
地区最大、全球第二大的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了我国海上风电单机容量历史纪录。

图为福建福清兴化湾二期海上风电场1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亚太单机容量最大海上风机并网发电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钱箐旎

往客人。每位客人来到摊位，她都会端
上一杯茶。这杯用村里独有茶叶冲泡的
茶水透着甜甜的味道。陆秀媚说，“小康
生活就像这茶水，甜甜的”。

这位农村妇女曾因贫困离开村庄，
如今又回到了村里。有了这个“来回”，
她更加体会到实现小康的不易。1995
年，刚结婚的她与丈夫去英德打工。几
年之后，他们在那里租房子经营童装生
意，并在2003年买了房子。近年来，随

着脱贫攻坚力度加大，村庄的发展日新
月异。看着家乡一天天在变化，2018
年，陆秀媚又回到了村里经营土特产，

“现在的收入快赶上在城里了”。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她说，实现全

面小康大家都得出力，“为脱贫奔小康付
出了汗水，才能品尝出生活的甜味”。这
位淳朴的农家妇女边说边给记者续茶，
我们也闻到了那茶水飘着的甜甜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