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两弹一星”建功勋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我国西北核武器

研制基地上空闪过一道强烈亮光，惊天动地的巨
响之后，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中国第
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这是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重视科学技术、果断决策的结果，更是凝
聚了广大科技工作者智慧和辛劳的结晶。20世
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
断决定发展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
技术。

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
专门委员会。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全国“一盘棋”，
协同攻关，大大加速了“两弹一星”研制进程。原
子弹研制率先于1964年实现突破。1966年10
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
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
弹空爆试验成功爆炸，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
弹技术的国家。1970年4月24日，我国用“长征
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
红一号”。

“两弹一星”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
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
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
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HAI NAN RI BAO·ZHONGGUOXINWEN

2019年9月25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王红卫 美编：孙发强B01

中国新闻

■■■■■ ■■■■■ ■■■■■

“4+7”试点扩围到全国
拟中选价平均降幅59%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记者张泉）24日，
参加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下称

“4+7”试点）扩围的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
上海开展联合招采并产生拟中选结果，“4+7”试
点扩大范围到全国。

“4+7”试点是我国解决“看病贵”“药价贵”问
题“组合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降低虚高药价、
探索以市场为主导的药价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
义。“4+7”试点自今年4月1日全面落地实施以
来，总体进展顺利，群众受益，效果显著。

为扩大“4+7”试点改革效应，在国家医保局
等部门指导下，25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
与扩围（4个直辖市已参加“4+7”试点，福建省和
河北省此前已自行跟进试点）。

试点扩围坚持“国家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
作”的总体思路和工作机制；坚持带量采购、招采
合一、确保使用；坚持高质量标准，将通过质量一
致性评价作为仿制药入围的条件。同时，完善中
选规则，增加中选企业数量，引导企业有序竞争，
确保试点长期稳定实施。

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显示，本次联盟
采购共有77家企业，产生拟中选企业45家，拟中
选产品60个。25个“4+7”试点药品扩围采购全
部成功，价格都降低到不高于“4+7”试点中选价
格的水平。与联盟地区2018年最低采购价相比，
拟中选价平均降幅59%；与“4+7”试点中选价格
水平相比，平均降幅25%。拟中选结果公示后正
式发布。

下一步，各地将重点抓好中选结果的落地实
施，确保年底前患者享受到质优价廉的中选品种。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需要广泛汇聚团结奋斗的正能量。

“担负起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
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
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
政治责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作出贡献”。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
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对人民政
协担负的政治责任提出明确要求，对
于我们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下去、
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
处于关键时期。从国际看，世界经
济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
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
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风险挑战加
剧。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
变发展理念、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力不会一帆风顺。越是接近目
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
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
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
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
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保持战略
定力，坚持稳中求进，作出一系列重大
决策部署，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践充
分证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
确的，我们党具有驾驭复杂局面的娴
熟能力和高超智慧。要夺取新长征路
上的新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在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结合实际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形成全局工
作强大合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强
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保持
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

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以钉钉子
精神抓工作落实，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
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努力创造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光
荣业绩。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
的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
的：“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
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把
人心和力量广泛凝聚起来，画出最大
同心圆，任何困难任何势力都不能阻
挡我们前进的步伐！70年前，在新中
国的曙光喷薄而出之际，中国共产党
顺应大势、团结各方，开启了协商建
国、共创伟业的新纪元。70年后的今
天，在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奋进新时

代的新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加强大团结大联合，同心同
德、共襄盛举，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
极因素，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
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
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奋进新时代、筑梦新
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风雨
同舟，万众一心，攻坚克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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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而继续奋斗！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00余位英雄模范和先进典型受邀
参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24日，“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向公众开放的
第一天，一早8时30分许，比正式开放早约半小
时，一群特殊的参观者走进北京展览馆。他们是
中宣部邀请的200余位英雄模范和先进典型，包
括时代楷模、双百人物、全国道德模范、最美人物、
中国好人、文化名家等。

从1949年到2019年，成就展采用编年体形
式，带领观众全方位回顾和感知共和国走过的光
辉历程。走进展览馆，参观者仿佛进入一条时光
隧道。让在场参观的英雄模范和先进典型忆起往
昔奋斗岁月，更坚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心和
决心。

步入展厅“走向复兴”部分，“最美职工”代表、
湖南花垣县委驻十八洞村工作队队长石登高兴奋
地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你看，这就是
我们村。”一边说，他还一边拿出手机拍照留存。

“回去我得拿给乡亲们好好看看。”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考察时，

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精准识别扶贫对
象、精准发展特色产业、精准激发内生动力，在干
部群众的努力下，2017年2月，十八洞村宣布退
出贫困村。2018年，当地老百姓的人均纯收入从
2013年的1668元涨到了12128元。

在石登高看来，十八洞村登上成就展既是鼓
励也是鞭策。“我们今后既要把扶贫经验总结好，
带动更多绝对贫困村摆脱贫困。同时，也要为村
民打牢长富久富的基础，让十八洞村从精准扶贫
迈向乡村振兴，走好新时代脱贫攻坚长征路。”石
登高说。（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高蕾）金秋九月，三江平原，金黄色的

“稻海”一望无际，一派丰收景象。在
抚远市，不少游客来到玖成水稻种植
合作社生态有机田参观，合作社理事、
东安村村委会主任孙国良抓住机会，
向游客介绍他的“鸭稻米”。

“稻田里的鸭子可以吃虫，粪便可以
作为肥料，人工锄草，绿色健康。”不少游
客变成了孙国良的客户，在他的“生态
有机农产品”微信群里，有客户近200
人，绝大部分都是来过抚远的游客。

2016年5月，习近平来到玖成水
稻种植合作社，察看机械插秧，了解合
作社智能催芽和箱式快速育秧等技术
流程。自那时起，孙国良下决心要种
出更多绿色优质粮。

当从东北农业大学教授处了解到

生态有机大米的“种法”后，他开始探
索“鸭稻”。不料，前两年却赔了不少
钱。“卖不上价，多数和普通大米一样
卖了。”吃亏后，孙国良从2017年开始
跑市场，根据订单发展“鸭稻”。

2017年，孙国良在鸭稻田边上搞
起了生态农业体验游，让游客感受良
好的种植环境，不少游客变成了客
户。“鸭稻米”销售到北京、上海、杭州、
深圳等地。

“今年种了300亩鸭稻，明年指定
会扩大，客户增加不少。”孙国良坚信
绿色生态农业是未来发展方向。

黑龙江省北安市城郊乡革命村
“80后”农民李富强发展“蟹稻”，也尝
过失败的滋味。2016年，李富强在外
地学习“蟹稻”种植技术，当年带领村
民发展2000亩。

李富强告诉村民，不能施氮磷钾
“老三样”，有村民担心水稻减产，晚上

偷偷撒化肥。1.6万斤蟹苗，到秋收时
死了一半多。

吸取教训后，肥少了，蟹肥了，水稻
也迎来丰收。今年李富强发展“蟹稻”
1.1万亩，“收获螃蟹20万斤，蟹苗厂家
回收了15万斤，每斤27.5元，其余在周
边卖了，水稻亩产将近1000斤。”李富
强笑了，村民也跟着高兴起来。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我国
已提前三年实现化肥农药零增长，农

业绿色转型扎实推进。
人才为绿色农业加码的同时，土地

也正在“减负”。正值丰收之际，黑龙江
省富锦市锦山镇二道村村民王雷的地块
却“一片荒芜”。见记者疑问，王雷笑着
说：“这是响应国家号召，休耕的地，一
共300亩，国家有补贴，土地能歇歇。”

在二道村，像王雷一样参与休耕试
点的还有十几户。王雷说，就在去年，
休耕还是个新鲜事，大家都不理解，仅
有3户村民参与，“地不种，荒着多浪
费”。慢慢地，村民认识到休耕是为了
让耕地减负，今后产更多绿色、优质粮。

2019年，黑龙江省共落实耕地轮
作休耕试点面积1400多万亩，其中水
稻休耕试点200多万亩。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百姓保健康 ，农民鼓腰包
——丰收时节绿色农业发展掠影

疟疾，世界上最主要的高死亡率
传染病。青蒿素的发现，为世界带来
了一种全新的抗疟药。以青蒿素为基
础的联合疗法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
疗方法，在过去的20多年间，青蒿素
联合疗法在全球疟疾流行地区广泛使
用。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青蒿素
在全世界已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

“中医药人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定
能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
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国中
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获得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声音铿锵有力。60
多年来，她从未停止中医药研究实践。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

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
予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以表
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
得的成就。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
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
高奖项。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人类征
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是中国传统
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
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在中
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
屠呦呦于1969年接受了国家疟疾防
治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
任务。屠呦呦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
从此与中药抗疟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过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

中医，她汇集了640余种治疗疟疾的
中药单秘验方。在青蒿提取物实验药
效不稳定的情况下，出自东晋葛洪《肘
后备急方》中对青蒿截疟的记载——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
之。”给了屠呦呦新的灵感。

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
法，富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屠呦呦团
队最终于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

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在过去
的20年里，青蒿素作为一线抗疟药
物，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万人生命，每
年治疗患者数亿人。

每当谈起青蒿素的研究成果，屠
呦呦总是会说：“研究成功是当年团队
集体攻关的结果。”而鲜为人知的是，
起步时的屠呦呦团队只有屠呦呦和两
名从事化学工作的科研人员，后来才
逐步成为化学、药理、生药和制剂的多

学科团队。
目前，屠呦呦团队共30多人，这

些研究人员并不局限于化学领域，而
拓展到药理、生物医药研究等多个学
科，形成多学科协作的研究模式。屠
呦呦介绍，未来青蒿素的抗疟机理将
是她和科研团队的攻关重点。

科研人员在对双氢青蒿素的深入
研究中，发现了该物质针对红斑狼疮
的独特效果。屠呦呦介绍，根据现有
临床探索，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和
系统性红斑狼疮有明显疗效。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透
露，“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已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
开展临床试验。这也是双氢青蒿素被
批准为一类新药后，首次申请增加新
适应症。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年世

界疟疾报告》显示，全球疟疾防治进展
陷入停滞。多项研究表明，在大湄公
河次区域等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对
青蒿素联合疗法的抗药现象。

面对“青蒿素抗药性”现象，屠呦
呦团队提出，延长用药时间，疟疾患者
还是能够被治愈。除此之外，现有的

“青蒿素抗药性”现象在不少情况下其
实是青蒿素联合疗法中的辅助药物发
生了抗药性。针对这种情况，更换联
用疗法中的辅助药物，就会取得更好
的效果。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青
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
未来我们要把青蒿素研发做透，把论
文变成药，让药治得了病，让青蒿素更
好地造福人类。”屠呦呦说。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记
者侠克）

屠呦呦：与青蒿结缘用中医药造福世界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70年砥砺奋进，新时代续写辉煌。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

闻中心24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国家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
吉喆、财政部部长刘昆、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易纲，回顾7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介绍以新发展
理念为引领、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
可持续发展有关情况。

70年我国GDP增长超
170倍

70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
升。宁吉喆介绍，1952年至2018年，
我国GDP实际增长174倍；人均GDP
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
70倍。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
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使用外
资第二大国、对外投资第二大国。

宁吉喆说，70年来，我国固定资
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促进了农业生
产力水平、工业装备水平、基础设施网
络的提高和健全。2018年末，我国高
速铁路、高速公路营业里程均位居世
界第一。

同时，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
社会保障、扶贫脱贫、生态环保事业全
面发展。统计显示，70年来，我国人均

预期寿命从35岁上升到77岁。
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也在同步发展。宁吉喆说，
70年来，我国从传统农业国转为现代
工业国取得显著成效，我国拥有联合
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此外，
信息化深入发展，居民在网上购物、用
手机支付、骑共享单车、坐高速列车成
为常态。1949年至2018年，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从10.6%提升至59.6%。

“7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顽强拼搏，
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宁吉
喆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保持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而
努力奋斗。

70年财政收入增长近
3000倍

70年来，我国财政实力日益壮大。

刘昆披露了一组数据：全国财政
收入从 1950 年的 62 亿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83352 亿元，增长了近
3000倍。现在一天的财政收入，就相
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8年的规模。

“财政‘蛋糕’的不断做大，为各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
障。”刘昆说。

与此同时，财政政策职能作用持
续增强。刘昆表示，70年来，我国充
分发挥财政政策在调节经济运行等方
面的职能作用，建立并完善了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不同经济
运行形态需要的财政政策调控体
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贯彻新发展理
念，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各项举
措，为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发挥了
重要作用。

刘昆还介绍，2019年，积极的财
政政策加力提效，适度扩大财政支出
规模，全国财政赤字比2018年增加
3800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比

2018年增加8000亿元。同时，加强
政策协调，坚持有保有压，增强调控的
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力促进经
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
支柱。”刘昆说，要更加努力做好财政
改革发展各项工作，让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70年基本建成现代金
融市场体系

70年来，我国基本建成了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市场
体系，金融服务不断丰富，以服务实体
经济为目标，服务更加便民利民。

易纲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迅
速建立了一个稳定可信的法定货币制
度。改革开放40多年来，金融业迎来
大发展大繁荣时期，逐步形成了覆盖
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
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市场体系。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4500多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130多家证券公
司。金融业总资产约300万亿元，其
中银行业268万亿元，规模居全球第
一。债券、股票、保险市场也均成为全
球第二大市场。

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建成了以服
务实体经济为目标、便民利民的金融
服务体系。易纲介绍，我国存款贷款、
支付清算、理财投资、信息查询等基础
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走在了世
界前列。同时，金融市场的登记、托
管、清算、结算、征信、评级体系基本健
全，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截至今年8月末，我国普惠金融
口径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万亿元，
同比增长23%；民营企业贷款余额45
万亿元，同比增长6.7%，企业综合融
资成本比2018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
1个百分点。

易纲还介绍，目前我国银行、证
券、保险业的市场准入已经大幅放开，
明年将全面放开外资股比限制。资本
项目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项目超过
90%。此外，人民币的计价结算、交易
和储备功能明显增强。

易纲表示，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历
史阶段，金融调控始终努力保持人民
币币值稳定，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
陈炜伟 吴雨）

砥砺奋进 续写辉煌
——三部门负责人回顾7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