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新理念
开拓新境界

生机盎然时节，放眼神州大地，
一幅幅发展新图景生动呈现——

首都北京，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
创新大赛正在进行，优胜项目将获得
融资支持、市场对接等服务。从昔日
京郊荒野到如今国家名片，中关村每
一天都不缺少创新故事。

黄浦江畔，新一批27家跨国公
司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或研发中
心。一季度，上海新设外资项目、吸
收合同外资、实际利用外资实现“三
增长”。

宝塔山下，延安市贫困县全部摘
帽，226万老区人民告别绝对贫困。
从山西、甘肃到贵州、广西，退出贫困
县序列的数字在不断刷新。

发展，是近代以后中国人矢志不
渝的追求。发展才能自强，自强才能
在世界民族之林自立。

回望来时路，我国用几十年时间
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也在发
展中积累了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从历史、现实、未来的走
势中，准确判断我国发展所处的方
位、发生的变化，提出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我
国发展全局开启历史性变革。

思路一变天地阔，观念一转气象
新。

从高速增长到迈向中高端，中国
的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
效率型；

从增量扩能到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中国的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要素
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中国的
发展目标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
要转向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今年开局季，我国服务业增加值
占经济总量比重达57.3%，同比提高
0.6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六成，服务消费占居民最终消
费支出比重达47.7%；高技术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达
7.8%和6.7%，高于规模以上工业整
体增速。

突破思维定式，告别路径依赖，
跨越转型关口，中国在新理念引领下
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破除无效供给，淘汰落后产能，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经历凤凰涅
槃的变革中国；

新技术不断涌现，新产业厚积薄
发，新业态方兴未艾，这是充满蓬勃
生气的活力中国；

摈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牢
牢守住生态红线，推动绿色发展，这
是建设绿水青山的美丽中国；

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做好自己
的事情，一路前行，这是走向伟大复
兴的奋进中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表示，中国的进步为当今世界增加了
确定性和希望，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取
得更大发展。

积聚新动能
点燃新引擎

售价只有大型超导核磁共振仪
的四分之一，体积小，成像清晰，还有
可移动的车载版，这是包头稀宝博为
医疗系统公司利用稀土永磁材料制
造的磁共振仪。

“今年已经拿到20多台订单。”
公司副总经理邢志强说。

稀土广泛应用于高科技领域，被
誉为“新材料之母”。包头市稀土资
源占全国八成以上，但由于技术落
后，长期充当廉价原料输出地角色。

近几年，随着科技创新投入不断
加大，包头当地的稀土加工率超过
80%，卖“土价钱”的局面正得以扭转。

迈入发展新阶段，能否跨过人口
红利消失的“刘易斯拐点”？能否跨
过人均GDP提升到一定阶段后的

“中等收入陷阱”？

今日之中国，以自身实践充分证
明：在爬坡过坎中实现关键一跃，必须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打造竞争新优势。

新动能何在？新优势何来？
用好深化改革这个“关键一招”，

持续激发新动能——
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微观杠杆率下降，企业成本降低、效
益改善，改革之“深”提升发展之“质”；

大力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行，营商环境
持续改善，2018年全国新登记企业
670 万户，日均 1.84 万户，改革之

“进”夯实发展之“基”；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

“压舱石”更加沉稳有力，夏粮丰收在
望，改革之“准”促进发展之“稳”。

下好创新这步“先手棋”，有效培
育新动能——

近日举行的第二届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上，机器人、无人机、无人驾驶
等悉数亮相，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
链等新兴产业同台竞技，从不同侧面
勾画出以新动能推动新发展的图景。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级创新平台，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我国坚
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推出一系
列支持鼓励创新的重磅举措，“第一
动力”愈发强劲。

2018年，我国受理专利申请量和
专利授权量分别比上年增长16.9%和
33.3%，新能源汽车、智能电视产量分
别比上年增长66.2%和17.7%。

补齐民生这块短板，不断催生新
动能——

今年以来，国家相继发布推进养
老服务、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的意见。幼有所育、老有所
养，既是改善民生的举措，也蕴藏着
巨大商机。

“五一”小长假期间，我国日均
9266 趟列车飞驰、1.6 万次航班起
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1.95亿人
次，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中国经济的浑
厚潜力和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

“一季度中国经济运行平稳，消费
者对于收入预期普遍较好，这是假期
消费火热的主要背景。”中国贸促会研
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

当今中国，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
底线正在不断兜牢；一季度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人员324万人，民生之本得
以稳固；收入提高、负担减少，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凝聚
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能。

塑造新格局
赢得新机遇

长三角地区7个城市宣布地铁
扫码便捷出行实现互联互通，省际断
头路正在一一打通，长三角协同优势
产业基金首期第一阶段77亿元人民
币募集完毕，沪苏浙皖一市三省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正式开通上线……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
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
之一。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我国又一重大区域发展
战略按下“快进键”。

知天下者，善谋大势；决胜负者，
长于布局。

着力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拓展
发展新空间——

今日之中国，城乡区域空间不断
拓展，结构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全面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在纵
横联动中渐趋形成。

在北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推
进。北京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牛鼻
子”，在减量发展中强身健体，去年新
经济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服务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达81%；雄安新区正式
启动征迁安置工作，京雄城际铁路建
设如火如荼。一减一增，满盘皆活。

在南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渐入
佳境。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
桥通车，带动“五一”假期内地赴港旅
客较去年同期增长约四成。助力港澳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建设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
产业体系，新的增长极蓄势待发。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
各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要素
有序自由流动，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
距，将对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发挥重要支
撑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王一鸣说。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共享发展
新机遇——

总部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全球
铝材生产巨头诺贝丽斯5月23日在
上海宣布，增资1.8亿美元的江苏常
州工厂二期项目有望于今年底建成
投产。

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13039家；实际使用外资
3052.4亿元，同比增长6.4%。其中，
来自美国的投资同比增长24.3%。

今日之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
共赢的开放战略，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欢迎各国搭乘
中国发展的“快车”，倡导携手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的中国理
念、中国方案赢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
认同。

上个月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再次
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目
前，已有127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
织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今日之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翻越一座座山峰，跨过一个个险
滩，蓄势腾飞的东方巨龙，不断拓展
走向复兴的新天地……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记者
赵超 刘敏 刘劼）

看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只看一时，而要洞悉大势。
今日之中国，既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处在由大向强的关键阶段，少不了成长的烦恼、转型的阵痛，避免不了各种风险挑战。
尽管有风浪侵袭，有艰难险阻，但从中国发展大势上看，新发展理念日益融入实践，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

脚步坚定不移。面向未来，中国经济必将在攻坚克难中脱胎换骨，在风雨洗礼中稳健前行，开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

柳暗花明又一村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三

5月28日，杭州举办2019全球智慧物流峰会，观众在菜鸟智慧仓展区参观。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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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扫黑办通报
孙小果案办理进展情况

新华社昆明5月28日电 近期云南省查处的
孙小果案件，引发社会公众和媒体广泛关注。
云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8
日向公众通报了孙小果案件办理进展情况。

通报称，今年 3 月中旬，昆明市政法机关
在办理一起故意伤害案中，发现犯罪嫌疑人
孙小果系 1998 年一审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昆
明市委遂及时向云南省委报告。省委高度重
视，要求对该案深挖彻查，依法办理。省、市
有关部门及时成立专案工作领导小组，对孙
小果前科犯罪、刑罚执行以及其他违法犯罪
全面开展调查和审查。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
导组进驻云南后，将该案作为重点案件督
办。目前，案件办理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相关
部门已对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刘思源、
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局长朱旭、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梁子安、昆明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原副庭长陈超以及孙
小果重要关系人等 11 人采取了留置措施，对
孙小果出狱以后所涉系列刑事犯罪案件中的
9 名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23 名犯罪嫌疑人
予以刑事拘留。

据通报，孙小果母亲孙鹤予，曾用名孙学
梅，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原民警，因包庇孙小
果 1994年强奸犯罪被开除公职，于 1998 年被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继
父李桥忠，1992年与孙鹤予结婚，1996年从部
队转业到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任副局长，
1998年因在孙小果1994年强奸案中帮助孙小
果办理取保候审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撤职处分，
2004年任五华区城管局局长，2018年 10月退
休；生父陈某，昆明市某单位职工，1982年与孙
鹤予离婚，1996年因脑溢血中风瘫痪后病退，
2016年 8月 20日去世；爷爷陈某清、奶奶陈某
芬，分别系某中学原职工，已去世；外公孙某翔、
外婆吴某兰，分别系某铁路局、某针织厂原职
工，已去世。

目前，孙鹤予、李桥忠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已于2019年 4月 3日被采取留置措施，接受调
查。未发现孙小果生父陈某涉及孙小果案。

云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
室还通报了孙小果在监狱服刑期间因实用新
型专利被认定为重大立功获取减刑情况。经
查，在孙小果服刑期间，孙鹤予、李桥忠与监
狱、法院相关人员共谋，利用并非孙小果发明
的“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申请实用新型专
利，达到认定重大立功帮助其减刑的目的。目
前，已对涉嫌徇私舞弊减刑的省监狱管理局1
名干警、省一监1名干警、省二监2名干警采取
了逮捕措施，其他涉案人员正在调查中。

1994年 10月 28日，孙小果因强奸案被捕
后，孙鹤予、李桥忠四处活动，孙鹤予向办案部门
提供了孙小果患病虚假证明，昆明市公安局盘龙
分局部分领导及干警徇私枉法为孙小果办理了
取保候审，并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三年
有期徒刑后，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导致孙小果
未被收监执行。1998年，经昆明市有关部门调
查并问责，分别对盘龙公安分局预审科原科长李
万鸿、民警方永昌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和四年，对盘龙公安分局其他4名民警分别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

目前，由于该案时间跨度长、案情重大复杂，
省市有关办案部门正在按照中央督导组和省委
的要求，对孙小果1998年犯强奸罪一审被判处
死刑后，二审、再审改判以及刑罚执行和其他违
法犯罪加紧开展调查工作，依法全面深入彻查该
案，对在案件中为孙小果提供保护的国家公职人
员、关系网和“保护伞”，坚决一查到底，依纪依规
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将
适时向社会公布。

“北大学子弑母案”
犯罪嫌疑人吴谢宇被批捕

新华社福州 5月 28日电（记者王成）记者
从福建检察机关获悉，27日，福州市晋安区人
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
卖身份证件罪对“北大学子弑母案”犯罪嫌疑
人吴谢宇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据福州警方披露，吴谢宇于今年 4 月 20
日在重庆被警方抓获，在此之前，吴谢宇在逃
时间超过3年。

2016年 3月，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曾发
布悬赏通告，称2月14日警方发现一女子谢天
琴被杀死在福州某中学教职工宿舍内，经侦查，
其儿子吴谢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畏罪潜逃。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全国扫黑办升级智能化举报平台

动动手指即可举报黑恶线索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记者白阳）还

在担心举报黑恶线索不便捷、不安全、没回
应？即日起，群众只需通过扫描专用二维码、
网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
法委“长安剑”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链接，就可
方便快捷地登录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
进行举报。

这是记者从28日全国扫黑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
主任陈一新在发布会上表示，截至3月31日，全
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信箱、电话已收到群
众举报线索19万余条。为充分调动群众举报
积极性，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健康深入发展，
全国扫黑办对原有信件和电话举报平台进行提
档升级，建立统一高效的智能化举报平台。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经李
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
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
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意见》提出五个方面共22项任
务举措。

一是提升开放型经济质量。
包括拓展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外

商投资导向，提升对外贸易质量等3
项举措。

二是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
包括推行容缺审批、告知承诺

制等管理方式，优化机构职能，优化

开发建设主体和运营主体管理机
制，健全完善绩效激励机制，支持开
展自贸试验区相关改革试点等5项
举措。

三是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包括加强产业布局统筹协调，实

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行动，实施现

代服务业优化升级行动，加快推进园
区绿色升级，推动发展数字经济，提升
产业创新能力等6项举措。

四是完善对内对外合作平台功能。
包括支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积极探索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开展合
作，打造国际合作新载体，拓展对内开

放新空间，促进与所在城市互动发展
等4项举措。

五是加强要素保障和资源集约
利用。

包括强化集约用地导向，降低能
源资源成本，完善人才政策保障，促进
就业创业等4项举措。

国务院印发《意见》

五个方面推进国家经开区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华盛顿一些
政客恐怕早已忘了美国开国元勋本杰
明·富兰克林这句名言。美方在中美经
贸磋商过程中言而无信、反复无常，前
一刻说出的话，下一秒就能自我推翻，
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就连美国媒
体也充满了质疑和忧虑：“对中国的策
略变来变去，很可能会反伤美国自己”。

回顾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历程，
人们可以将美国一些政客所谓“交易
艺术”看得更加清楚。去年5月19日，
中美双方达成不打贸易战的共识，仅
仅 10 天后，美方就公然违背承诺、挥
起关税大棒；今年5月5日，美方又重

启关税威胁，使双方磋商遭受严重挫
折。美方一些政客罔顾事实，竟然给
中国贴上“倒退”“背弃”的标签，指责
中方“违背承诺”“出尔反尔”。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美国的一些
政客干得实在是太多了。《纽约时报》评
论说，美方“多次表示同意与其他国家
达成新的贸易条款，但紧接着就谈论取
消这些协议以实现更多目的”。这届美
国政府一上台，就单方面退出了之前由
其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给其
他参与国来了个措手不及；去年，美国
又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使多年的艰苦谈判成果“付诸东

流”，欧洲有国家直言“非常沮丧”，并表
示将继续留在协议当中。《世界报》等8
家欧洲媒体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四成的欧盟受访者认为，美国已不再是
欧盟可以信赖的安全伙伴。

“失信”的坏名声普通人都避之唯
恐不及，为何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毫
无忌惮地玩变脸？深究起来，恐怕还是
一些身居高位的美国政客，错把国家之
间的交往当成了一场纯粹的商业投机
活动，误以为国与国之间只有零和博
弈。这些政客一门心思盘算着如何实现
自身利益最大化，国家的道义形象早已
弃之如敝屣。食言而肥，终会自酿苦

果。美国这些政客的每一次出尔反尔，
都是对自己国家信誉的又一次损耗和挥
霍。美国《财富》杂志的评论员发出的
追问引人深思：即便美方接下来又想和
中方谈判，中国人还能信任一会儿说

“中国在杀死美国”，一会儿又说“我们
与中国的关系很好”的美国政客吗？如
今，世人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美国的公
信力大厦根基正被华盛顿一些政客的言
而无信蚕食，长此以往，终将岌岌可危。

在世界经济的大海中，各国互通
有无，船只川流不息，靠的是信用之帆
和规矩之锚。互信是国际关系中最好
的黏合剂。中国愿同其他国家一道，

坚持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坚持把多
边主义奉行到底，共同守护好人类社
会的“信用堤坝”。只要坚持求同存
异、聚同化异，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
通，就一定能增进战略互信，持续推进
国家间广泛合作，造福各国人民。

中国人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更强调“言不信者，行不果”。过
去一年发生的事情已充分说明，美国
一些政客的出尔反尔、极限施压，对中
国是无效的、徒劳的。一句话，华盛顿
的决策者必须改弦更张，言行一致、表
里如一，回到重信守诺的轨道上来。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信用破产是最大的破产
——言而无信必将失败

■ 钟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