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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
优势。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0年经
济工作，突出强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是明年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
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我们做好
明年经济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指明了努力方向。

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

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我国经济社会
之所以能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
势，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坚持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
求进，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中央和
地方两个积极性。新中国70年来，我
们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
定的“两大奇迹”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
本保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今天，中国经济是
一艘巨轮，体量越大，风浪越大，掌舵
领航越重要。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
峻，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
定海神针作用，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做好经

济工作、完成目标任务提供根本保证。
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就要在落实上用力。
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
度，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动各
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
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要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多下
功夫，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更
加充分地发挥出来。要巩固和用好“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激励
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心、勇于担当。
要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切实做好
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
转化为治理效能，就要在转化上用
劲。必须认识到，加强党对经济工作
的领导并不是包办一切，而是要管大
事、议大事，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
落实作用。要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
的能力和水平，改进领导经济工作的
方式方法，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
究，重大政策出台和调整要进行综合
影响评估，不搞“急就章”“一刀切”。
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
协调不同部门、不同政策在国家经济
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和功能，加强全局
观念，防止顾此失彼，在多重目标中
寻求动态平衡，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

系统优化。要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
性、针对性、有效性，科学稳健把握宏
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善于把外部
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
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
舟。面对更加光荣的使命、更加艰巨
的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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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辩证思维，增强必胜
信心，勠力同心、锐意进取，确保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为“十四五”
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
坚实基础。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意义非凡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这是12月12日拍摄的澳门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在港珠澳大桥澳门边检大楼，旅客从自助查
验通道通关去往广东珠海（11月2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徐亮 摄

这是澳门金莲花广场上的《盛世莲花》雕塑
（12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
一”。正因为有了理论之“舵”和
制度“压舱石”，澳门“一国两制”
实践方能始终把准航向、破浪前
行，方能与时俱进、成就特色。

在短短20年间，古老的澳门
焕发新生，创造了骄人的跨越式
发展奇迹，首要得益于“一国两
制”制度优势得到有效发挥，也因
此成为“一国两制”成功落实的

“范本”，生动诠释了“‘一国两制’
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
的”。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
制”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只要坚持
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坚持
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坚
持包容共济、促进爱国爱澳旗帜
下的广泛团结，“一国两制”实践
就能沿着正确方向走稳、走实、走
远，澳门就能不断创造惊艳的“小
城传奇”，澳门同胞就能不断实现
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20年

“澳门故事”足够动人，20年“澳
门经验”弥足珍贵，20年“澳门启
示”意义非凡。

在3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年
轻的特别行政区靠着“路子对、政
策好、身段灵、人心齐”，在“桌子”
上唱响大戏。回归祖国后，国家
给予澳门全方位支持，推出一系
列惠澳政策，澳门坚守“一国”之
本、善用“两制”之利，走上同内地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
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一国两制”事业也进入
新时代，澳门以更大格局和视野
握紧“一国两制”最大优势，站上
国家改革开放最大舞台，抓住机
遇、乘势而上。回望 20年时间
轴，从2003年签署《内地与澳门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到2019年公布《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央政府帮助

澳门抵御风险、应对危机、摆脱低
迷，进而为澳门长远谋划，引领特
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将澳
门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持续注入
更强劲发展动力、提供更广阔提
升空间，澳门也从“背靠祖国”到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聚焦“发挥
澳门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崭新
定位，以更大的胸怀和热忱点亮

“小城大志”，以更加积极主动的
姿态将“澳门梦”深深嵌入在“中
国梦”的宏伟蓝图之中。

伶仃洋畔的澳门穿越沧海沉
浮，从20年前回归那一刻翻开历
史新页，在祖国大家庭里开启崭
新征程。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澳门
同胞真正当家作主，对国家的认
同感和向心力不断增强，血浓于
水的民族感情不断升华，爱国爱
澳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这是澳
门发展的力量源泉，值得倍加珍
视。这是澳门同胞的情怀底色，
照亮梦想征途。这是澳门社会的
精神财富，不断薪火相传。我们
相信，有祖国强大后盾，有中央政
府和祖国内地鼎力相挺，青年之
澳门将迸发更豪迈的爱国爱澳激
情，英姿勃发，继续奋进，更加坚
定地推进“一国两制”实践，更加
自信地与时俱进、变革创新，必会
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必能担
当新使命、铸就新辉煌。

时代大潮浩浩荡荡。中华民
族奋进追梦的宏大叙事波澜壮
阔。“一国两制”实践的“澳门故
事”，必将更加丰富多彩。浩渺行
无极，扬帆但信风。我们坚信，澳
门同胞与祖国人民一道，继续同
心协力、勇往直前，共担民族复兴
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富强的伟
大荣光，满怀豪情地共同书写恢
弘壮美的“中国史诗”，为人类发
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岁月的长河川流不息，时间
的如椽之笔划出历史的刻度，写
下时代的咏叹。1999年12月20
日，在迈入新世纪的前夕，中国政
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历经风
雨的“游子”终于回到祖国母亲怀
抱。那是刷新中华民族历史的高
光时刻——开启“一国两制”、“澳
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发展新纪
元。

廿载弹指一挥间，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澳门
特别行政区迎来20岁生日，举世
公认的“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
制’成功实践”成为对伟大祖国最
好的献礼。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澳门
特别行政区岁至弱冠，步入成
年。从回归前百业凋敝、治安不
靖、人心浮动，到新生后煟然勃
兴、物阜民丰、政通人和，昔日黯
淡的南海小城华丽转身，祖国的
美丽莲花绽放迷人光彩。20年
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力
支持下，澳门特区和社会各界携
手开创了史上最好发展局面，社
会和谐稳定，民主政制稳步发展，
对外交往不断扩大，经济持续快
速增长，民生福利明显改善，各项
事业全面进步。1999年至2018
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GDP）由
519亿澳门元增至4447亿澳门
元，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经济
体之一，人均GDP由12万澳门元
升至 67万澳门元，位列世界前
茅。至2018年底，特区累计财政
盈余、外汇储备分别是1999年的
193倍和6.2倍。回归以来，澳门
本地居民失业率从 6.3%降至
1.8%，就业人口月收入中位数从
4920澳门元增至16000澳门元
……

亮丽的“澳门成绩单”记录天
翻地覆的成长巨变，雄辩地证明

“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澳
门问题的最佳方案，是澳门回归
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
度。精彩的“澳门故事”承载国家
关心支持澳门的深情厚爱，体现
澳门同胞能够管理好、建设好特
区的生动实践，向世界展现了“一
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
大创举，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的中国智慧，是中国为国际社
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
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
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前无古
人的事业要不断推进、行稳致远，
须有主心骨、定盘星、指南针。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治国理政的战
略和全局高度，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国两制”理论，将推进“一国两
制”实践有机融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图伟业，引
领“一国两制”事业取得新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继续推进“一
国两制”事业，必须牢牢把握“一
国两制”的根本宗旨，共同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
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坚持
依法治港、依法治澳，依法保障

“一国两制”实践；必须把坚持“一
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
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
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
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
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
废。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一国两
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确定为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本方略之一。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又将“坚持‘一国两制’，保
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
祖国和平统一”概括为我国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之一，提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

几十亿甚至百亿美元级
大型外资项目增多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
回应经济运行热点

“展望全年，我们有信心、有条件完成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
人孟玮17日说。

经济运行走势如何，能否实现全年预期目
标？物价走势如何，怎样确保猪肉保供稳价？如
何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
孟玮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经济结构优化特征不断显现

数据显示，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50.2%，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比
上月有所回升。

“从主要指标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
稳，经济结构优化和持续改善的特征不断显现。”
孟玮说。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2%，在
总量1万亿美元以上的全球经济体中仍居首位；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提前完成全年目标；1至11月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8%，低于3%左右的预
期目标；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在
3万亿美元以上。

孟玮说，时隔6个月PMI重回扩张区间，是比
较积极的信号。“尽管受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
响，我国制造业下行压力仍然存在，但11月制造
业PMI回升，说明供需两端均有所改善。”

孟玮说，下一步将着力做好“六稳”工作，着力
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预计全年CPI涨幅在3%左右

11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4.5%。孟玮说，11月CPI同比上涨，猪肉价格上
涨及其带动的牛羊禽等肉类价格上涨，合计贡献
率达70%左右。“总体看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
具备坚实基础，工农业产品供应充裕，生猪生产正
在逐步恢复，预计全年CPI涨幅在3%左右的预期
目标范围内。”

“考虑到今年物价走势对明年翘尾因素的影
响，加之春节效应，明年初CPI涨幅可能会较高。”
孟玮说，将密切关注重要民生商品市场和价格运
行，除继续大力做好猪肉保供稳价工作外，还将指
导各地做好其他“菜篮子”商品保供稳价工作，确
保节日期间市场供应稳定和价格平稳运行。

她说，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切实保障
“两节”期间市场基本稳定。

一是增加生产。增加生猪生产，并多渠道增
加其他肉类供应，目前禽肉、水产品等替代品产量
明显增加。

二是增加投放。今后一段时间，特别是“两节”
期间，将根据市场形势变化，择机增加中央冻猪肉储
备投放。一些地方也已制定本地储备投放方案，

“两节”期间将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增大投放力度。
三是增加进口。在增加猪肉进口同时，还将

扩大牛肉等肉类进口，保持“两节”期间肉类市场
供应充足。

四是守住民生底线。重点是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不受影响，督促各地根据物价变化情况，及
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
动机制，足额将补贴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

在更多领域允许外商独资经营

近期，我国首个外商独资大型石化一体化项目
巴斯夫（广东）项目在广东湛江正式启动，上海特斯
拉电动汽车项目即将投产。我国吸引外资保持稳
定增长，显示外资对我国发展前景保持强劲信心。

“一个突出特点是，几十亿甚至百亿美元级大
型外资项目增多。”孟玮说，相信今后一段时间，还
会有一批新能源、新型石化、电子信息等领域外资
大项目陆续落地。

孟玮说，未来将继续推动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推进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取得积极进展。一是做
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实施工作，为投资者提供
更有力保护、更高效服务、更公平市场。二是进一
步扩大对外开放，明年还将再次修订外资准入负面
清单，在更多领域允许外商独资经营。三是继续促
进投资便利化，深化利用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

加快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

孟玮说，将对标“十三五”规划确定任务目标，
加快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铁路方面，着力支撑服务国家战略，科学扎实
推进川藏铁路规划建设，加快推进长江沿江高铁、
沿海高铁等“八纵八横”高铁骨干通道项目和中西
部铁路建设，积极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等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城际铁路、市域（郊）铁
路规划建设，推进枢纽配套工程和铁路专用线等

“最后一公里”项目建设。
公路方面，加快公路网骨干线路建设，推进百

万公里农村公路建设，进一步满足贫困地区居民
基本交通出行需要。

水运方面，重点是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
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实施，不断加强长江等内河高
等级航道网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聚焦中国经济亮点

12月8日，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2019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举行。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