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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历程40年系列述评

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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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978-2018。40年的改革开放，
成就了什么？

亿万中国人的回答格外清晰：她
不仅书写了壮丽的发展史诗，也极大
丰富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涵。

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的勇气，掀起澎湃不息的改
革洪流

初冬的寒流，仿佛被通体透亮的
义乌国际商贸城阻隔在外。历经11
次扩建，这座“全球最大的日用商品批
发市场”，每天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
地区做着生意。

40年前，三面环山的义乌人迫于生
计，走街串巷，易物换钱。如今，“鸡毛
换糖”的马路市场早已成为“世界超市”，

“敢想敢干”的义乌人走遍“地球村”。
过去4年间，由义乌始发的“一带

一路”中欧班列已开通9条线路，几乎
横贯整个欧洲大陆。

“义乌一直有一种开拓者精神，不
满足于现状的闯劲。”中欧班列（义乌）
运营方负责人冯旭斌说。

1978年 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登上报纸头版。如声声
春雷，唤醒沉睡的大地。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等
著名论断，给了梦想破茧而出的力量。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响亮口号，催
动民族奋起直追的脚步。

人们争先恐后，涌进高考考场，奔
向农田工厂，拓开特区、新区，抓住一
切能够“赶上时代”的机遇。

“40年改革开放，不是简单的物质
收获，而是一次精神上的突破。”今昔对
比，企业家董明珠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40年前那次伟大的觉醒，不仅改
写了一个民族的命运，更探寻到时代
发展的内在逻辑——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让创造
活力充分迸发，既是改革开放的起点，
也是改革开放的动力。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张带
着红手印的“秘密契约”。那是1978
年的一个冬夜，小岗村18户农民为

“大包干”立下的“生死状”。
这张“生死状”，不仅拉开了中国

农村改革的序幕，更激励一代代人放
手一搏、闯关夺隘——

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时代呐喊，响
彻神州大地。

从杀出一条“血路”到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求真务实，激发磅礴伟力。

……
春风化雨，万象更新。
改革开放不仅持续创造了“中国奇

迹”，更极大拓展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的精神，彰显新时代的脉动

初冬已至，郑州升达艺术馆，满头
华发的意大利汉学家阿德里亚诺·马
达罗在“中外摄影对着拍”的展板前久
久驻足。

展板上的一张照片，是马达罗本
人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绿皮火
车停靠的小站，身穿一水蓝布外套的
乘客们，捏着皱巴巴的纸币，拥挤在售
货推车前挑拣所剩不多的烧饼。

另一张，是中国摄影师摄于今年9
月的一节动车车厢：穿着时尚的女乘客
轻巧地拿起手机扫描列车员出示的二维
码，为自己挑选的水果完成网上支付。

光影之间，创新中国的驰骋速度，
一跃千里。

从“天眼”探空到“蛟龙”探海，从
C919大型客机翱翔蓝天到量子计算

机研制成功，从移动支付、3D打印进
入寻常百姓家到云计算、大数据加速
推进……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
革创新者胜。”被视为“可以引领下一
次全球变革浪潮”的中国，不断把“与
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特质，注入新时
代的品质。

漫步深圳的大街小巷，945家实
体书店和40座简阅书吧人头攒动，散
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20多年前，这座“全球全民阅读
典范城市”曾被视为“文化沙漠”。

1996年，凭借第七届全国书市“争
取来的主办权”，深圳找到了文化创新
的发展契机。从“担心买不到书看”到

“担心没有时间看书”，这座曾以速度闻
名的现代化都市绽放深沉迷人的气质。

40年沧桑巨变，创新重塑了国家
的价值体系，重构着民族的精神坐标。

“改革创新，我既是亲历者，更是
受益人。”坚持通过视频直播为非公企
业讲党课，郑州圆方集团党委书记薛
荣成了“网红”。

企业破产，一夜间下岗；9次创
业，屡败屡战；用300元借款带领16
名下岗姐妹成立保洁公司……

“抓住时代机遇和政策红利，这条
路走成了！”2018年，薛荣荣膺“改革
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芳华璀璨。40年间，亿万人锐意
开拓、勇于创新的人生轨迹，交汇成日
新月异的国家画卷。

以“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的信念，书写更加精彩
的答卷

二次创业！
这是几年前，有着60年历史的广

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在企业低潮
期做出的抉择。

求新求变、转型升级，南南铝人把
一度低迷的传统铝业带入大火箭、新
能源汽车和智能手机等高科技领域，
实现了鸟枪换炮、凤凰涅槃。

一家老国企的“蝶变”，依靠的是
迎难而上的改革信念。

碧海蓝天中，气贯长虹的港珠澳
大桥如巨龙腾飞。历时9年，香港、澳
门特区从此打开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
新通途。

曾有外国专家断言，中国人没有
能力做这件事情，并开出1.5亿欧元
的天价咨询费。

“我们遇到了无数问题，但没有一次
是绕过去的，全是闯过去的。”总工程师
林鸣说，港珠澳大桥在建设管理、工程技
术、施工安全、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创下
多项世界之最，形成了一系列中国标准。

在伶仃洋上“作画”，在大海深处
“穿针”，新时代的建设者迸发出的创
造伟力，就是改革开放“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的最好写照。

贵州安顺平坝区塘约村举行分红
和脱贫庆祝大会的那天，山谷里的鞭

炮声震天，村支书左文学却躲了起来，
哭得停不住。

这个汉子的泪水中，有一次次被市
场波动和天灾打回原地的创业辛酸，更
有披荆斩棘走出困境的胜利喜悦。

发展集体经济，换来了村庄振
兴。但左文学坚信，塘约不仅要实现
物质富裕，还要追求精神富足，“一个
精神焕发的村庄明天会更好”。

千山万水、筚路蓝缕，就有这样一
群人，发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
贫困决战。

千锤百炼、百折不挠，就有这样一
种精神，指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迢迢征途。

抗击非典“众志成城”，“神舟”五
号“飞天梦圆”，抗震救灾“多难兴邦”，
北京奥运会“无与伦比”，自贸试验区

“雁阵齐飞”，雄安新区“千年大计”，
“一带一路”造福沿线人民，“人类命运
共同体”连接世界……

在风雨与荣耀交织的历史进程
中，改革开放以极不平凡的伟大业绩，
让中国在面对新的风险挑战时，有了
前所未有的从容与信心。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
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
进定力。”

这是对过去的致敬，更是面向未
来的宣示。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记者
吴晶 姜潇 史竞男）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2月12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所得税优惠
促进创业投资发展，加大对创业创新
支持力度；部署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
和农机装备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三农”发展；通过2018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评审结果。

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大
对创业创新支持的部署，鼓励发展创业
投资，用市场力量汇聚更多要素，提升
创业创新效能，促进扩大就业和科技成
果转化、产业升级，会议决定，在今年已

在全国对创投企业投向种子期、初创期
科技型企业实行按投资额70%抵扣应
纳税所得额的优惠政策基础上，从明年
1月1日起，对依法备案的创投企业，可
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其个人合伙
人从该基金取得的股权转让和股息红
利所得，按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或选择按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
其个人合伙人从企业所得，按5%－
35%超额累进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
上述政策实施期限暂定5年。使创投企
业个人合伙人税负有所下降、只减不增。

会议指出，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部署，加快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升
级，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支
撑，也有利于扩大国内市场。要适应发
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需要，尊重农
民意愿，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基层创造
性，因地制宜有序推进。一是提升水
稻、小麦、玉米、马铃薯、油菜、棉花、甘
蔗等主要农作物机械化种采收水平。
对开展深耕深松、机播机收等按规定给
予补助。对购买国内外农机产品一视
同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抵押贷款，鼓
励地方给予贴息支持。引导有条件的
地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二是推广先进适用农机和
技术。支持精量播种、高效施肥、精准
施药、节水灌溉和大马力、高性能农机
装备示范推广，研发推广适应小农生
产、丘陵山区的中小型农机装备和机械
化技术。三是聚焦弱项短板加快农机
装备创新和产业转型。鼓励大型企业
向成套设备集成转变。抓紧解决主要
经济作物薄弱环节“无机可用”问题。
提高农机装备质量。探索“企业+合作
社+基地”等研发生产新模式。四是改
善农机作业基础条件。推动农田地块
小并大、短并长、弯变直和互联互通，支

持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五是
积极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培育农机
专业户、合作社等，鼓励农机服务主体
与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业企业等建
立机具共享的生产联合体。推进“互联
网+农机作业”，促进智慧农业发展。

会议听取了2018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评审结果汇报，审议通过了
获奖人选、奖励种类和等级，鼓励更多
科技人员尤其是年轻人投身前沿研究
和关键技术攻关，扩大国际创新合作，
取得更多重大原创成果，让科技更好
服务和支撑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明年起5年内创投个人合伙人税负只减不增
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升级 通过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结果

“蛟龙”号进行中国大洋38航次最后一潜。 新华社发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新华社发

昂扬奋进 时代凯歌
——从改革开放40年看中国气质

据新华社上海12月12日电（记者吴振东）淞
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
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八一三淞
沪战役”。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抗日战役，日军投
入10个师28万人的兵力，动用军舰30余艘、飞
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则先后投入70
余个师的兵力，动用舰艇40艘、飞机250架。战
役中，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
与敌浴血奋战，毙伤日军4万多人，彻底粉碎了日
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

时任中国军队第十四师第40旅旅长的阙汉
骞，在淞沪会战罗店防守战中率部与日寇反复争
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该团将士的勇猛
表现赢得了国内外广泛赞誉。

淞沪会战也是抗日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役之
一。其中，罗店争夺战更是以“血肉磨坊”闻名于
世。是年8月23日起至9月底，中日双方聚集大量
兵力在上海罗店镇短兵相接，展开激烈的拉锯战。
装备简陋、缺少重武器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坚船利炮
和飞机轰炸下，整连整营地战死沙场，许多营、团、甚
至师不到几天就减员大半，但官兵们士气始终高昂
不衰。旷日持久的争夺战，使整个城镇变成一片废
墟，战场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一寸山河一寸血”。

“泰山鸿毛之训，早已了然于胸。故常处境危
难，心神亦觉泰焉。望勿以弟个人之安危为念
……”这封家书写于1937年10月18日，写信者
叫谢晋元，时任第八十八师第524团副团长。写
完这封信几天后，他即奉命率一个加强营420余
人坚守三面受敌、孤立无援的上海四行仓库。历
经四昼夜血战，官兵们击退日军6次围攻，毙敌
200余人，有力掩护了大部队撤退，而己方仅牺牲
5名战士，32人负伤，史称“八百壮士守四行”。

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成功，振奋了中国军民的
士气。整个淞沪会战期间，全国各地民众积极支
援上海抗战，湖南学生战地服务团和福建省民众
组织的慰问团，奔赴前线进行慰劳；各界救亡协会
广泛开展宣传、募捐、演出、慰劳等活动；海外华侨
也踊跃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

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全线西
撤、上海沦陷而结束。尽管军事失利，但淞沪会战
为中国民族工业内迁、文教人员向后方转移争取
了宝贵时间，更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军民抗击侵
略奋战到底的坚定决心。

如今的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就坐落在昔日
上海军民浴血抗战的主战场——宝山区境内。一
件件文物、一份份史料，记录着侵华日军的滔天罪
行，也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见证。

淞沪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记者余俊杰）记
者12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与中国残联联合开
发的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已通过试点
运行和检验，即日起正式在全国上线运行。

据中国残联副理事长程凯介绍，该系统采取
自上而下逐级授权方式进行用户管理，民政部负
责分配各省的用户名、密码和权限，省级系统管理
员负责分配市级用户名、密码、权限，依此类推，最
终形成全国有机统一的系统架构，实现补贴制度
的精准实施。

据了解，该信息系统具备申请、审核、发放、查
询、统计分析等功能，并与中国残联的残疾人口数
据库实现共享共用，为两项补贴制度的实施提供
了基础方法手段和数据支撑。

据悉，国务院于2015年9月印发《关于全面建
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的意见》，决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惠及
全国1000万困难残疾人和1000万重度残疾人。

按照民政部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和残联要借助
系统全国上线运行的契机，进一步健全残疾人两项补
贴申请、审核和衔接制度，强化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
发放的监管措施，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不断推动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民政部：

残疾人两项补贴
信息系统正式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