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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历史性变革 迈向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述评

这是全球瞩目的发展“奇迹”——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尽管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过去五年年均经济增

速超过7%，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
这是展现活力与韧性的“中国力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推进，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明显增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复杂局势，科学判断，正确决策，

真抓实干，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经济巨轮向着高
质量发展目标劈波斩浪、扬帆远行。

中国经济新时代

回首5年前，中国经济面临三期
叠加、产能过剩等一系列矛盾交织，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界对于中国
经济“失速”“硬着陆”等悲观预测层
出不穷。

12月13日，亚洲开发银行发布
最新报告，再次上调对今年中国经
济增速的预期，将 9 月份预测的
6.7%调高至6.8%。此前，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已在年内四度上调中国经
济增长预期。

国际机构空前一致的良好预
期，源自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

2016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经
济一改近年逐级下探态势，经济增
速企稳回升。今年第三季度，GDP
同比增长6.8%，增速连续9个季度
保持在6.7%至6.9%的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以坚

强的政治勇气和战略定力，统领全
国上下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引领
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巨轮穿过迷
雾、破浪前行。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
北风。

理念清晰、方法正确，就能克服
困难、化危为机。

五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超
过7%，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
增长到 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
位，经济韧性增强。

“2013年到2016年，中国实现
7.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2%的通
胀率、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这种
较高增速、较多就业、较低物价搭配
的运行格局难能可贵，在世界范围
内一枝独秀。”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
喆说。

五年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稳
中有进，消费潜力有序释放。城镇
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8000
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区域发展协调性更强，城乡差距继
续缩小。“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

五年来，中国经济国际影响力
更加显著。2016年，中国GDP折合
1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14.8%，比 2012 年提高 3.4 个百分
点。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
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位，成为
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
锚。

“中国越发展，为世界带来的机
遇和作出的贡献就越大。”不久前美
国《时代》杂志亚洲版的封面文章
说，中国的发展进步就是世界的发
展进步，中国赢了，就是世界赢了。

当不少企业在去产能战役中艰
难前行时，位于“世界钢铁第一大
省”河北的河钢集团却将此作为提
高竞争力的契机。

“与其被动应战，不如主动出
击。”河钢集团董事长于勇说。2017
年上半年，河钢集团铁、钢产量分别
降低5.02%、0.75%，销售收入和利
润却同比增长6.83%和74.07%，增
降之间尽显发展活力。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我国经
济运行质量效益明显好转——

超过1亿吨粗钢产能和4亿吨
煤炭产能退出市场；商品房待售面
积持续下降，房价快速上涨势头得
以遏制；企业杠杆率稳中趋降；为企
业累计减税降费2万亿元；补短板持
续发力；实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
济开启了结构调整的大门，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已成为改革共识。”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利普顿这
样评价。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
制。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

这一判断表明，一方面我国不
再像过去那样盲目追求速度，另一
方面历经几年艰苦的调整，我国经
济结构正出现重大变革。

五年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
之变，为中国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

——消费贡献更加突出。今年
前三季度，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达64.5%，比上年同期
提高2.8个百分点，高出资本形成的
贡献率31.7个百分点。告别投资依
赖，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更加凸显。

——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2013
年至2016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11.3%，新动能不断加强，新
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蓬勃发
展。

——全面对外开放深入推进。
从以出口为导向到进口和出口更加
平衡，“一带一路”建设拓宽中国发
展空间的同时，也为世界带来更多
机遇。

……
“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

生变化，归根到底靠的是坚守新发
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改革的方式推动结构性调整，
增长潜力不断释放。”中国社科院经
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说。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改革涉深
水、闯险滩、啃硬骨头，改革呈现全
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崭新
局面，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巨轮行稳
致远。

“丹山赤水神仙宅，布袜青
鞋作胜游。”浙江余姚的四明山
腹地的柿林村因曲径通幽素有

“桃花源”的美誉，如今，昔日的
穷乡僻壤如今已是闻名遐迩的
旅游景区。

“这几年村里搞旅游，特别是
自从通了动力电后，村里民宿遍地
开花，村民的人均纯收入去年超过
了5万元。”余姚市柿林村党支部
书记沈炳荣告诉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国
家顶层设计，还是百姓身边“小
事”，无不诠释出人民至上的执
政情怀。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
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
情做起，一系列惠民举措密集出
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增强。

这是“获得感”不断增强的5
年——

——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
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以上；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
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
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
4%以下；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
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
卫生水平大幅提高……

这是“幸福感”持续累积的5
年——

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
美。过去五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心之大、力度

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环
境状况明显好转。截至今年底，
我国历时两年时间实现了中央环
保督察31个省（区、市）全覆盖，
直接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环
境问题。

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实行畜禽
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提高养
老院服务质量、规范住房租赁市场
和抑制房地产泡沫、加强食品安全
监管……件件民生“小事”拉近了
中南海与百姓的距离。

“以就医为例，这几年通过分
级诊疗等举措，老百姓看病更加便
捷。”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名誉主
任贾立群对此感受真切，百姓身边
的点滴变化，印证了我们党顺应民
生期盼的努力。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
事，毫末必去。人民关心的现实的
利益问题，就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
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
入水平；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
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
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九大对未来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全面部署，一幅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美丽画卷正
徐徐展开。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记
者韩洁 齐中熙 陈炜伟 于佳欣）

稳定器 中国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

动力源 历史性变革激发中国经济强大活力

落脚点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工人在北京建工集团城市副中心A2工程工地施工（9月11日摄）。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12月17日，第二架国产大型客机C919在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

当日，第二架C919大型客机在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这意味着C919大型客机
将逐步拉开全面试验试飞的新征程。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第二架国产大型客机C919
完成首次飞行

世界旅游联盟总部
落户杭州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记者齐中熙）世
界旅游联盟（WTA）17日在京与浙江省政府签订
战略合作文件，世界旅游联盟总部正式落户杭州
萧山湘湖。

世界旅游联盟于今年9月在四川成都成立，
是由中国发起成立的第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综合
性、国际性旅游组织。

世界旅游联盟主席段强表示，世界旅游联盟
将积极组织重大国际旅游活动，帮助浙江引进国
际旅游高端人才，支持浙江国际旅游宣传推广，加
大对浙江入境旅游市场开拓的支持力度。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表示，作
为中国发起成立的国际性旅游组织，尤其是在国
家旅游局等推动下成立的国际旅游机构，世界旅
游联盟将引领旅游发展新理念，打造旅游交流新
平台，在制定旅游服务新标准、发布旅游研究成果
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国家卫计委：

我国大病保险
覆盖城乡居民超10亿人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记者日前从国家
卫生计生委获悉，我国大力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截至今年大病保险覆盖城乡居民超10亿人。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贺胜介绍，目前各省大
病保险政策规定的支付比例达到了50%以上，受
益人员的实际报销比例提高10-15个百分点。
我国推进建立贫困人口医疗兜底保障机制，部分
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
80%-90%。

我国超过5亿人
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侠克）记者从
17日举行的“2017中国家庭医生论坛”了解到，
截至今年11月底，全国95%以上的城市开展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工作，超过5亿人有了自己的家庭
医生，人群覆盖率超过35%，重点人群覆盖率超
过65%。

广告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1225期）

受委托，定于2017年12月25日下午15时在我司拍卖厅按现
状净价公开拍卖海南汇州实业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保证金500万。

一、拍卖地点：海口市紫荆路11号紫荆花园1区2栋20B号房；
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日起至2017年

12月25日12: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三、收取保证金时间：2017年12月25日12:00前；以款到账为

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
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账号：21-100001040001981；

四、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五、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

理，过户的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本公司不承担拍卖标的任何瑕
疵担保责任。

联系人：高先生 0898-68529016 1878926566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582221

中 标 公 示
海南省文昌市铺前新埠海人工岛围填海项目施工承包一期

工程招标，于2017年12月16日开标、评标已经结束，经评标委
员会根据招标文件进行评审，得出评审结果，现予以公示。

序号
1
2
3

中标候选人名次
第一中标候选人
第二中标候选人
第三中标候选人

单位名称
重庆黄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中天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贵州瑞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元）
278628899.00
281443000.00
275814465.00

公示期限：2017年12月17日至2017年12月19日
招标人：海南亿创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重庆宏发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7日

招标公告
名称:南海妈祖世界和平岛（一期）项目一期工程施工承

包；
1、业主:海南鼎顶旅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地点:木兰湾新埠海域，招标范围护岸790米，工期90

天；
3、资格: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
4、招标文件:2017年12月18日至20日9至17时南海大

道京江花园A2栋202持投标邀请书购买500元/套；
5、投标文件:2017年12月23日9时30分前递回购买处；
6、招标人：15248927256；
招标代理：17783107259。

2017年12月18日

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关照明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关照明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其对“乐东盼望农产品购销

有限公司”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关照明，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关照明履行主债权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单位：元

资产名称

乐东盼望农
产品购销有
限公司

本金

5,000,000.00

利息

8,032,337.62

本息合计

13,032,337.62

借款合同名称编号（或签订日期）
1、1998年3月26日农银抵借字1998年第76号《抵押担保借
款合同》200万；2、2002年12月29日乐农银借字2002第35
号《借款合同》200万元；3、2002年 12月 29日乐农银借字
2002第36号《借款合同》100万元。

担保人

1、三亚市医药总公
司；2、乐东盼望农
产品购销有限公司

公 告
请如下原企业的党员自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截至2018年1月

17日止)与我公司党群工作部联系。逾期未联系的，将按有关规定
予以组织处理。

海南四海实业公司：廖少雄、刘亚森、祝颂来。
海南热作发展总公司：庄新才、何江炜、钟仕琪、吴克义、陈家

琳、吴国荫、冯世泽、李 洪、董运超、魏丹生、熊德政、林秀妹、符冠
民、文晓菊。

海南省华成集团公司：肖游通、陈建城、吴柳光、朱侨得、陈 惠、
吴秋霞、符燕清、翁俊红、翟守政、鲍 琪。

海南省高科技有限公司：林宏松。
海南省水利水电机械工程公司：王尤蒂、蔡锡民、佟建华、曾令

浩、谢是海、陈桂萍、王子丰、练月桃、陆详吉、王 飞、李长宜。
海南省财信总公司：陈进海、黄尚豪、符皓岭、韩 萍、李家财、

陈 骏。
海南省工业物资总公司：符诗程、符史壮、陈 新、程 剑、韩仁

元。
海南省经济特区发展总公司：林日康、陈玉娟、陈文纲、王建中、

王向东。
海南省种子公司：吴一江、曾德付、毛和玉、王今兰。
海南省包装总公司：刘 虹、胡乃标。
海南省农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姜利民、涂筱萍、张 杰、简素

兰、郭 锋、李国华、黄岸虹、张守琼、庄俊良、李 胜。
海南省江南开发贸易总公司：周德宏。
海南省第二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谭亚底、史进录、谢焕文、邝

家兰、黄世美、孙志刚、朱厚春、林芳松、郑起充、黄秋菊、麦永快、徐
爱花、陈美华、刘炎和、郭远业、黄守雄、林书雄、许国信、曾庆清、陈
美轩。

特此公告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3号
联系人：林燕，电话：66527361

中共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
2017年12月18日

2018海博会大型拍卖会拍品征集公告
受“第三届海南国际旅游博览会”组委会等相关部门委托，

将于2018年1月13日—15日在海南省三亚市美丽之冠大树酒

店举办“2018海博会大型拍卖会”，现对社会公开征集拍品。

征集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月3日止。

征集范围：旅游房地产、游艇、车辆、海南特色（品牌）商品、

沉香花梨、珠宝翡翠、陈年老酒、中国书画、名表、紫砂器、工艺品

杂项等。

征集程序：有意者请准备好拍品高清图片及相关文字资料

直接洽谈咨询。

承办方：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

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联系人：路先生13005087166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

厦21层B座 联系人：翁先生18976070776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

金融花园A座1-2层 联系人：欧阳先生13976111340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

瑞大厦A座21层 联系人：邓小姐13637647779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龙珠大厦

第四层B座 联系人：冯先生13036099114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

心21C 联系人：吴先生13322095777

海南交行团委成功举办读书会活动
为了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做好为党凝聚青年工作，增

进海南金融系统青年员工之间的沟通交流，搭建单身青年员工
交友平台，受海南金融团工委委托，海南交行团委联合、民生银
行海口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进出口银行海口分行、
华夏银行海口分行和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于金
融组织开展海南金融青年“暖心相遇•分享阅读”活动。

活动开场，参会者逐一介绍自己所喜爱的书籍，从散文到
小说，从名人轶事到历史题材，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敞开心胸，
畅谈各自捕捉的神韵。通过书籍为媒介，聊天文地理、古今中
外，通过相互讨论，碰撞智慧的火花。

此次活动通过搭建读书平台，营造读书氛围，帮助来自不同
金融机构的青年打破界限，集结在一起共享读书趣味，拓展视野，
促进交流，在彼此交流中共同进步，在团结互动中增进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