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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东方
深刻变革激发活力创造

力奔涌

1个小时能干什么？当中华大地
上农业巨变刷新着人们的想象力，疾
驰的改革开放列车也在改变世界对中
国经济的认知。

1个小时，在1978年中国能创造
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4100多万元，到
2017年增至94亿元。近230倍的跃
升背后，是40年来中国经济凭借年均
9.5%的增速，总量从不足3700亿元
到82.7万亿元的历史跨越。

1个小时，根据2017年统计数据
计算，中国生产出了大约1.4亿斤粮
食，新登记企业近700户，约1542个
城镇居民走上工作岗位，移动支付约
230亿元，收发快递近460万件，交易
了超过30亿元贸易额……

1小时里的中国变迁，折射一个
东方大国的历史性跨越。从计划经济
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
到全方位对外开放，改革开放释放出
巨大的制度活力和生命力。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
史性决策，中华巨轮驶入历史新航道。

上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严峻的国
内外形势，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发出

新一轮改革动员令，党的十四大明确
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
革目标。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开启了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加快
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

2008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席
卷全球，中国沉着冷静应对，坚定深化
改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全面深化改革的
大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党
的建设、国防军队等各个领域改革全
面推开；面对经济发展转轨和复杂外
部环境，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处理
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完善，全面
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

历经多次创业的吉利控股集团董
事长李书福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开启了中国民营企业造汽车之路。
1998年第一辆车下线，2010年8月收
购沃尔沃汽车公司100%股权，今年2
月收购戴姆勒公司9.69%股份……吉
利汽车迎来大发展。

40年来，市场主体数量从不足50
万户增加到1亿户以上；2017年底，全
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183.5万亿元，
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制造业
总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商品短
缺和凭证供应时代一去不复返。

大国转型
发展思路转变引领经济

质变

伴随经济引擎的高速旋转，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
盾。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到
新发展理念，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内涵不断丰富，发展
实践更为全面。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
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
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深圳南
山，杭州的互联网、合肥的人工智能、
西安的航空航天、贵州的大数据、长春
的生物医药……今日中国，一个个创
新高地正在崛起。

数字印证着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内
生质变——

2017年，全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经济增加值相当于 GDP 比重的
15.7%，创新驱动指数比上年增长
13.4%，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提
高到2.13%；

2018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GDP的比重上升至53.1%，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8%；最终消
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8%，
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

塑造空间
在内外联动格局重塑

中赢得更大发展

这是人类史上城镇化变革的伟
大奇迹：17.9%到58.5%，这是40年中
国城镇化率的变化。2013年至2017
年间，就有8000多万农村转移人口成
为市民，昔日“乡村中国”快速迈向

“城镇中国”。
40年来，中国城乡区域空间格

局不断打开，释放出空前巨大的发展
潜力——

新世纪以来，面对区域发展差距
不断拉大的形势，西部大开发、东北等
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
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格局逐步形成。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察局驭势，实施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着力开拓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超大城
市、特大城市等人口经济密集地区有
序疏解功能、有效治理“大城市病”的
优化开发模式；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
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推
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以“一带一路”建设构建统筹国内
国际、协调国内区域发展新格局……

40年来，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与世界共同成长、共享机遇——
不久前结束的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来自五大洲172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3600多
家企业参展，超过40万名境内外采
购商云集，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
578.3亿美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引领一个开放大国加快
走向世界。来自中国的开放新信号
令全球瞩目。

逆市上扬！2018年上半年，全
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约为4700亿美
元，同比骤降41%；同期，中国吸引外
资额度增长6%，超过700亿美元，高
居世界第一。

一次性提升32位！世界银行发
布的最新一期营商环境报告，把中国
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从第78位提
升至第46位，称赞中国相关领域改革

“令人惊叹地快速且有效”。
大道致远，海纳百川。
十月的南粤大地，金风送爽，丹桂

飘香。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中国改
革开放的重要地标——深圳。

总书记坚定有力地说：“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再来这里，就是要向世界
宣示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中
国一定会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
大奇迹。”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600余字，六周年。很少有如此
短小精悍的规定，能如此深刻地改变
中国。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
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
群众的八项规定。全面从严治党由此
破题，涤荡痼疾、扫除积弊，作风建设
成为党的建设的“金色名片”。

党的十九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重整行装再出
发，不改初衷、践行承诺，以永远在路
上的执着将作风建设引向深入，把“金
色名片”越擦越亮。

一以贯之
作风建设不松劲、不停

步、再出发

2017年10月27日，党的十九大闭
幕第3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九
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审议通过
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同样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的首次
会议，同样研究了作风建设的内容并进
一步深化细化，这样的安排绝非巧合。

进入新时代，展现新风貌。
“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

健康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
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
力量。”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
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

党的十九大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作风建设的卓著
成效，并将作风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作出清醒的判断，提出更
高的要求——

“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
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
本解决。”

“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
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
的群众基础。”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

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
行为都要坚决纠正。”

不忘初心，这是作风建设的原动力。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

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
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
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他号召全党

“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
风，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以上率下，这是作风建设的切
入点。

2017 年 12 月 25 日至 26日，习
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
首次民主生活会，中央政治局同志
重点对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
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
干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进行自我
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作风建设再次从中央领导层做
起，为全党作出表率。

作风建设，关键在抓住“关键少数”。
2018年1月5日，在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
平总书记对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
出作风过硬等“五个过硬”的要求，告
诫领导干部要把践行“三严三实”贯
穿于全部工作生活中，养成一种习
惯、化为一种境界。

作风建设，贵在驰而不息、久久为功。
2018年 1月 11日，在十九届中

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强调，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要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
细上下功夫。

党的十九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以明确的态度、坚定的意
志和扎实的行动，再次向全党释放出
抓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推进作风建设
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的强烈信号。

今年以来，截至10月31日，全国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48456起，处理68509人，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48589人，包括1名省部级干
部、584名地厅级干部。

聚焦重点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等“四风”顽疾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新
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
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指示强调，纠正

“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找
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表
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
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

近期，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关
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工作意见》，强调把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作为正风肃纪、反对“四风”的
首要任务、长期任务，明确了重点整
治4个方面12类突出问题。

甘肃省财政厅农业二处原处长金
中等人作风慵懒，只当“二传手”，致使
4000万元中央财政下达的专项扶贫
资金在省级财政滞留长达146天；湖
北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负责人谌
宏等人擅自作出每天限号50个的决
定，甚至出现“哪怕闲着，没有号，也不
受理登记”的情况；辽宁大连市发改委
原党组书记、主任顾强面对群众反映
强烈问题，在市领导十几次批示提出
要求后，仍没有及时积极采取措施，取
而代之的是反复请示报告……

11月28日，中央纪委公开曝光6
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引起
广泛关注，也为一些不担当、不作为的
党员干部再次敲响警钟。

今年以来，广东、浙江、福建、重
庆、山东、吉林、海南、广西等省份都纷
纷对外曝光当地查处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典型问题，形成了向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集中宣战的高压态势。

“不能一味要求基层填表格报材
料”“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评判工作
好坏”“不能工作刚安排就督查检查”

“对县乡村和厂矿企业学校的督查检
查考核事项要减少50%以上”……

集中整治各类督查、检查、调研、
评比等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10月 9日，一份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
通知》，让许多基层干部拍手称赞。

党中央工作的重心在哪，人民群
众关心的痛点在哪，抓作风建设的焦
点就在哪。

从聚焦基层民生，畅通群众身边
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监督曝光渠道，到
聚焦脱贫攻坚，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3年专项治理，再到聚焦生态
环保，曝光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典
型问题……既紧紧抓住老问题，又重
点关注新表现。党的十九大后，作风
建设在更加注重集中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中走向深入。

久久为功
巩固“不敢”强化“不能”

促进“不想”

在节日期间、生日当天，收受管理
服务对象微信红包、微信转账16次，
共计8500元；给管理服务对象发送
20元以内的小红包，换来回赠的200
元大红包……2018年5月，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曝光了浙江嘉兴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嘉兴港区分局副局长王红
良违规收受礼金问题。

高压之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行为出现了由线下转到线上、由面
上转入地下、由公开转入隐蔽的新动
向。“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
容易隐形变异、反弹回潮。

仅今年上半年，在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站上，已有745起典型“四风”
问题被公开通报曝光。以查处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为例，违规发放
津补贴或福利、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
大办婚丧喜庆、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
题依然多发，这四类“老问题”占比超过
70%，“吃喝玩乐”惯性仍需狠刹。

一些“新动向”尤须警惕。海南一
国有企业与两家餐饮企业签订“试菜
费”协议，作为领导员工加班聚餐、生日
宴请、个人招待的定点场所；天津一中
学总务主任将总务处办公室与隔壁值

班室之间的墙体打通，形成内、外套间；
福州一涉黑“村官”租下一家茶楼二层
作为会所，专门宴请党员干部……

深挖细查，扭住不放，一个节点一
个节点坚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推进。

每逢年节假期、重要会议等时间
节点，中央纪委都通过集中通报曝光、
开设监督举报专区等形式，持续对纠

“四风”打招呼、发信号、提要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遴选典型问题，点名道
姓、抽丝剥茧，持续释放正风肃纪的强
烈信号，强化“不敢”的震慑。

创新体制机制，改进方式方法，让
监督更加高效精准。

福建省建立纠治“四风”“1+X”工
作机制，发挥工商、税务、审计等部门在
问题线索发现和联合排查方面的监督
合力；广州市探索“四风云治理”机制，定
期收集协作单位数据形成“四风”问题数
据库，运用大数据思维发现问题线索。

追根溯源，旗帜鲜明反对特权思
想和特权现象。

辽宁从3月至8月，在全省开展
“特权车”问题专项整治，辽A09号牌
全部收回；江苏9月1日起全面停止全
省公务用车专用号牌号段；海关总署
督促各部门单位对为领导干部免费升
舱等问题进行自查清理……结合巡视
巡察，各地各部门对特权现象“穷追猛
打”，对特权思想“刮骨疗毒”。

2018年3月，监察法施行和国家
监委成立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作风状
况的监督，将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

8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对变相公款旅游等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问题细化完善
了相关规定，并增加对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的处分规定。

咬定青山不放松，留得清气满乾
坤。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时刻保持一份清醒冷静，始
终保持一份坚韧执着，不断强化不
敢的震慑、扎牢不能的笼子、增强不
想的自觉，才能让“金色名片”永不
褪色、永不蒙尘。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金色名片”永不褪色
——写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六周年之际

这是唤醒东方大国
的澎湃力量——

1978年，改革开放
的一声春雷震响在古老
的东方，将沉睡的中国唤
醒。小岗村的18个红手
印，蛇口工业区的“开山
第一炮”，多哈敲响的中
国“入世锤”……一个个
改革开放的历史印记标
识着辉煌40年。

唤醒的力量
——改革开放40年变迁系列述评经济篇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地标——深圳。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夜色中的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吴雨）近年
来，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总体平稳规范，但也
出现了一些违法违规行为，需进一步加强债券市
场执法。为此，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3日联合发
文，强化监管执法，加强协同配合，建立统一的债
券市场执法机制。

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经国务院同意，中
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执法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

意见明确，证监会依法对银行间债券市场、交
易所债券市场违法行为开展统一的执法工作，对
涉及公司债券、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金融债券等各类债券品种的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以及其他违反证券法
的行为，依据证券法有关规定进行认定和行政处
罚。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及时移
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截至10月末，我国债券市场余额达到83.8万
亿元，位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二，公司信用类债券
余额位居全球第二、亚洲第一。

央行等部门联合发文

统一债券市场执法

12月3日，一位北京游客在大厂回族自治县
一家农业园采摘京红栗南瓜。

近年来，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积极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开发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打
造以特色种植、生态采摘、旅游观光为亮点的休闲
观光农业，辐射带动农民增收，取得良好经济效
益。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巧念“果蔬经”助力乡村振兴

据新华社南京12月3日电（记者王珏玢）记
者从中科院南京土壤所获悉，由中、美两国学者组
成的团队在一项最新研究中发现，气候变化与土
壤微生物种类的多少关系密切。按现在的气候变
化趋势，未来几十年土壤微生物种类或将进一步
增加。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期刊登在微生物学国
际期刊《微生物系统》上。

此次，科研团队选取对气候变化尤为敏感的
青藏高原为主要对象，采集不同地点、不同植被类
型下的多份表层土壤样品，分析气候变化对土壤
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人员对土壤样品中微
生物的种类、组成等进行了大数据分析，结果发
现，气候变化对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影响具有迟
滞效应：大约50年前的气候情况能更好地预测现
在土壤微生物种类的变化。

最新研究发现

气候变化将导致
土壤微生物种类增多

据新华社太原12月3日电（记者王飞航）记
者从山西省永济市文物局获悉，当地文物部门日
前对永济市虞乡镇柳宗元祖茔进行调查时，发现
一处金代摩崖石刻。

据了解，新发现的这处摩崖石刻位于虞乡镇
石佛寺村南柳隐山景区，这里也是柳宗元祖茔所
在地。这块石刻镌刻于峡谷内坚硬的岩石峭壁
上，高1.2米、宽1.5米，全文楷体，遒劲有力，能够
辨识出的有41个字，内容为：大定十五年五月郭
下冯安为此累扑飞人为首修并上下数处记。助功
人杨三吕郎石匠义门三家尚博。

永济市柳隐山景区负责人沈三财说：“我们之
前在清理景区内游客必经之路的时候，发现峭壁
上有一块刻字，随后我们报到市文物局，文物局说
很有研究价值，让我们好好保护起来。”

山西永济发现
一处金代摩崖石刻

12月3日，在杭州地铁1号线定安路站，乘客
观看音乐主题影像展展出的海报。在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之际，当日，新华社客户端联合网易云音
乐在北京地铁4号线宣武门站和杭州地铁1号线
定安路站，举办主题为“留声40年：那些改变你我
的故事”音乐主题影像展，展示40年来中国音乐
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 新华社发

“留声40年”主题
列车、地铁站亮相京杭

“改革开放40年”
变 迁 走 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