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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一书，近日由中
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为开卷篇，收入
习近平同志2020年 1月 20日至 9月 23日期间
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稿
43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统揽全局、果断决
策，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响了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习近平同志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艰苦
卓绝的努力，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
成果，全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
论述选编》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同志有关重要论述，大力弘扬伟大
抗疫精神，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奋力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重要论述选编》主要篇目介绍见二版）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出版发行

贫困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一大难题，战胜贫困是中华民
族的千年夙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持续向
贫困宣战。改革开放使这一宣战进入新的历史阶段，8亿
多农村贫困人口先后脱贫。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在治国理政更加
突出的位置，举全党全社会之力集中脱贫攻坚，其力度之
大、规模之广、成效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世所罕
见，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的
牵挂。脱贫攻坚以来，总书记顶风雪、冒酷暑、踏泥泞，翻山
越岭、跋山涉水，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先后深
入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甘肃渭源县元古堆村、
湖南凤凰县菖蒲塘村、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河南兰考县张
庄村、江西井冈山市神山村、安徽金寨县大湾村、宁夏泾源
县杨岭村、宁夏永宁县原隆村、青海格尔木市长江源村、青
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河北张北县德胜村、山西岢岚县
赵家洼村和宋家沟村、四川昭觉县三河村和火普村、重庆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华溪村、江西于都县潭头村、内蒙古喀喇沁
旗马鞍山村、河南光山县东岳村、云南腾冲市三家村中寨司
莫拉佤族村、陕西柞水县金米村、宁夏吴忠市弘德村等24
个贫困村考察调研，推动脱贫攻坚战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在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这些贫困村明确
努力方向，鼓足发展劲头，干群齐心协力，实现了脱贫攻坚
的历史跨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他们又努力
克服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采取有效措施，付出艰
苦努力，巩固了脱贫成果。他们一腔腔顽强拼搏的奋斗激
情和一个个战天斗地的脱贫故事，犹如一组组铿锵的时代
音符，谱写了一曲曲领袖与人民心连心、复兴路上奔小康的
激越赞歌。

山水田园焕新颜

走上脱贫路，今昔两重天。从华北平原到西南边陲，从
大别山区到秦巴腹地，从土家苗寨到雪域高原，从“苦瘠甲天
下”的甘肃定西到“隔山走一天”的四川大凉山，总书记足迹
所至，处处沧海桑田，旧貌变新颜。24个贫困村都是一年一
个样，乡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过去的贫困一去不复返。

一是贫困的帽子甩掉了。截至目前，24个贫困村中已
有23个脱贫摘帽。同脱贫攻坚前相比，24个村的贫困发
生率从36.1％下降到1.9％，其中13个村实现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降幅最大的弘德村从82.8％降到0.8％；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从3145元增加到9939元，其中12个
村增长3倍以上，增加最多的十八洞村由1829元增加到
12900元、增长6倍多；村均年集体经济收入从1.05万元增
加到29.33万元、增长26倍多。如今，走进一个个村子，普
遍有硬化畅通的道路、规划有序的街巷、整齐明亮的路灯、
富有特色的民居；迈入一户户农家，到处是富有景致的院
落、干净整洁的房间、配置齐全的家电、男女老少的笑语。
谈到从高山上搬到富庶地、使风沙窝变成“金银铺”、让烂泥沟迎来城里客，谈到房子新了、腰包
鼓了、出行便了、乡村美了，村民们自豪地说，现在我们和城里人一样过日子，相比过去真是一
个天上一个地下，做梦都没想到，像重新活了一回。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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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之年，不寻常的双节“黄金周”，重新流
动起来的中国生机活力十足。

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6.37 亿人次、按可比口
径同比恢复 79.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665.6 亿
元、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 69.9%；全国零售和餐
饮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约 1.6 万亿元，日均销售
额比去年国庆假期增长 4.9%；国庆档电影票房
达 39.2 亿元，近 1 亿人次观影……8 天长假期间，
一系列鲜活的数据，是我国疫情防控成效显著
的直接体现；人流涌动、消费回暖的趋势，是我
国经济复苏步履坚实的清晰信号，也是无数人

千方百计地努力，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遭受的
损失抢回来的重要成果。正如外媒所感叹，“中
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到接近正常状态”。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经济承
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包括旅游、住宿餐饮、文化娱乐、交通运输等在内
的服务业发展遭遇重重困难。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双节“黄金周”的消费表现，
正是测量我国经济恢复水平的“试金石”。显然，
经此检验显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改变，国内消费能力与消费市场前景依然广阔。

消费市场的强势复苏，是希望，更是信心。
这种信心，来源于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来源于部署出台的恢复促进经济发展
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其核心要义就是加速打造国内消费市场，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长假之前，我国经济恢复
已呈现出向好势头，消费复苏的速度尤为快捷，各地
纷纷做好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安全保障水平，交通运
输、餐饮商超、文化旅游等各行各业有序恢复，这些
都为双节“黄金周”期间消费集中释放打下了基础。

这种信心，来自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的亮丽成
绩单，显示了中国经济强大的修复能力和旺盛的生
机活力，从根本上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长期积累的综合国力，得益于危急时刻
能够最大限度运用我们的制度优势。下一步，促进
经济全面复苏与可持续增长，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
服。凭借坚实基础和可贵信心，我们一定能抵御风
浪，继续推动建立完善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
会运行秩序，为释放国内消费潜力集聚更多新动
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消费旺盛折射经济复苏的坚实步伐
——双节“黄金周”观察之一

金观平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
签批，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
市场化、法治化方向，按照深化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要求，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
设，坚持存量与增量并重、治标与治本结合，
发挥各方合力，强化持续监管，优化上市公
司结构和发展环境，使上市公司运作规范性
明显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不断改善，突出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整体质
量显著提高。《意见》提出了六个方面17项
重点举措。

一是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公司
治理制度规则，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界限和法
律责任，健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渠
道和方式，加快推行内控规范体系，强化上市
公司治理底线要求，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
平。完善分行业信息披露标准，增强信息披
露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是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全面推
行、分步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支持优质企业
上市。完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收购和分拆
上市等制度，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

者对境内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完善上市
公司再融资发行条件。探索建立对机构投资
者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
入市。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三是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严格退市
监管，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严厉打
击恶意规避退市行为，加大对违法违规主体
的责任追究力度。畅通主动退市、并购重组、
破产重整等上市公司多元化退出渠道。

四是解决上市公司突出问题。积极稳妥
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坚持控制增量、
化解存量，强化场内外一致性监管，强化风险
约束机制。对已形成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问题，要限期予以清偿或化解。强化应对重
大突发事件政策支持。

五是提高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法违规
成本。加大对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操纵
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
度。推动增加法制供给，加重财务造假、资金
占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刑事法律责任，
完善证券民事诉讼和赔偿制度，支持投资者
保护机构依法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

六是形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工作合
力。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强化上市公司主体
责任，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完善上市公司综合
监管体系，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共同营造
支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

国务院印发《意见》要求

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
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事关
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国有企业如何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如何勇担责任、把
握机遇、迎难而上，更好地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毛伟明。

以电网率先复工带动全社会恢复生产

三天三夜为雷神山医院通电、五天五夜为火
神山医院通电、37小时为武汉最大方舱医院通
电……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国网速度”让全

世界为之惊叹。在整个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过程
中，国家电网公司全力做好保供电、快复工、稳就
业、补短板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电业
为人民”的企业宗旨。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是对冲疫情影响、应对外部压力、化解重大风
险的有力抓手。”毛伟明说，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要
求，国家电网公司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在应对挑战中砥砺前行，在践行使命中展现
担当，充分发挥了国有企业的作用。

复工复产阶段，国家电网公司再出“重拳”，累
计采取5批42项措施支持疫情防控及供电服务保

障，以电网率先复工带动全社会恢复生产，在关键
时刻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服务大局。

毛伟明介绍，在稳就业方面，国家电网主动扩
招，今年提供就业岗位4.62万个，同比增长40%，
并优先考虑高校毕业生、贫困地区劳动力等重点
群体。在补短板方面，实施百日攻坚，全面完成

“三区三州”、抵边村寨等电网建设任务，惠及198
个贫困县1777万居民。

今年以来，我国围绕“六稳”“六保”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社会用电情况是反映政策效果的一面
镜子。毛伟明表示，疫情以来，公司加强电力大数
据监测分析和创新应用，编制了“企业复工电力指
数”等一系列指数，积极服务政府决策和经济社会
发展。 （下转第四版）

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指出，要推动更深层
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企业如何
把握机遇、解决难题，实现创新发展？本报即日起就此主题开设“新发展格局下新机遇”专栏，推出系
列企业访谈。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添动能
——访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毛伟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国家电网山东齐河县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在对输电线路进行检修作
业，保障当地生产生活电力充足稳
定。“获得电力”是衡量营商环境水
平的重要标尺，国家电网山东电力
公司近日推出为低压居民和小微企
业办电提供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

“三零”服务等十项举措，全面提升
“获得电力”服务水平，全力打造最
优用电营商环境。

毛 利摄（中经视觉）

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