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20年1月1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林永成 美编：孙发强A03

■■■■■ ■■■■■ ■■■■■

新华社北京2019年 12月 31日
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
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
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
投资法）实施，明确要求制定配套法
规，细化法律确定的主要制度，形成可
操作的具体规则，持续优化外商投资
环境。作为外商投资法的配套法规，

《实施条例》严格贯彻外商投资法的立
法原则和宗旨，更加突出促进和保护
外商投资的主基调，增强制度的可操
作性，保障法律有效实施。

一是鼓励和促进外商投资。《实
施条例》提出要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
益，规范外商投资管理，持续优化外
商投资环境，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同时，对中国自然人与外国投资
者共同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的制定和调整程序、外商投资企业在

中国境内投资的法律适用等问题作
了明确规定。

二是细化外商投资促进具体措
施。《实施条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平
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有关政
策，依法平等参与标准制定、政府采购
活动；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体系。

三是加强外商投资保护力度。
《实施条例》对外国投资者投资的征
收补偿、禁止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外国
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转让技术、保

护商业秘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
机制等作了细化，明确外商投资法第
二十五条所称政策承诺的具体内涵
和要求。

四是规范外商投资管理。《实施条
例》明确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落
实机制，细化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

此外，《实施条例》细化了现有外
商投资企业组织形式等有关的过渡
期安排，保持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稳

定。明确了港澳台投资的法律适用，
保持港澳台投资政策的连续性稳定
性。并对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规定了相应
的法律责任。

《实施条例》施行后，《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期限暂行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
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
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

2019年12月31日，参观者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展厅内自拍。

当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
型成就展闭幕。自2019年9月23日开展以来，
100天展期里现场累计观展315.59万人次，网
上展馆有效点击量为1.4亿次，网上展馆点赞留
言数超2500万次。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闭幕

新华社济南2019年 12月 31日
电（记者王志）记者12月31日从济
南市政府获悉，30日 23时 31分 44
秒，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大国盾
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济南量子
技术研究院共同研制的全球首个可
移动量子卫星地面站，在济南与“墨
子号”卫星对接成功，标志着我国在

量子领域的科技创新与应用取得了
重要突破。

一直以来，我国在量子保密通信
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16年8月
16日，“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发
射升空，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量子密
钥分发等三项关键技术研究，并于
2017年9月29日在世界上首次实现

了北京和奥地利维也纳之间的洲际量
子保密通信视频通话。

据了解，“墨子号”距离地面500公
里。30日23时31分44秒，量子卫星
地面站经过自动搜寻，准确实现了与

“墨子号”卫星的对接。完成对接后，
“墨子号”可以分发密钥，在济南的地面
站接收后可以进行密钥试验。整个对

接过程持续了近8分钟，获得圆满成功。
作为天地一体化量子通信网络关

键一环，国家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
沪干线”建设完成，全线总长2000余
公里，已经实现了视频会议，交通银
行、工商银行、阿里征信数据的加密传
输等应用示范。

当前，济南量子通信试验网已成

功接入“京沪干线”，成为我国广域量
子通信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
基础上建设的“墨子号”量子卫星济南
地面站，将开展量子密钥分发等相关
技术研究，并对接济南网、党政专网等
济南城域网络，进一步服务政务、金
融、教育等领域需求，打造“量子+”应
用示范新工程。

全球首个可移动量子卫星地面站
在济南与“墨子号”对接成功

人民日报社论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新中国
在凯歌行进中走过70年，迈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之年，迎来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重要时点——2020年。

这一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
对贫困问题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如
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全面小康，这是人
类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这一年，我们将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乘势而上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这既是决胜期，也是攻坚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
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在这一
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
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愿景、亿万人民
的共同期盼将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将迈出关键一步。这在中华民族
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历史、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社
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
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在新的一年里，以必胜的信念、昂扬
的斗志、坚毅的行动，决胜全面小
康，迈向新的征程，是历史赋予我们
的重任。

决胜全面小康、迈向新的征程，
让我们坚定信心。回首 2019 年，我
们不仅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
重大进展，而且完成新中国 70 年辉
煌的历史书写。这 70 年，中国人民
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创造了“当惊世
界殊”的发展成就，推动伟大祖国实
现了史诗般的进步，书写了人类发展
史上的伟大传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新的征程上，坚持用辩证思维看
待形势发展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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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号
巨轮定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实践
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人民一
定能，中国一定行！

决胜全面小康、迈向新的征程，
让我们勠力同心。走过70年，我们之
所以能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
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现了一
个又一个“不可能”，最根本的在于党
的坚强领导。实践充分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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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党
的坚强领导，国家治理就有了坐镇中

军帐的“帅”，现代化建设就有了坚强
的“领航者”，亿万人民就有了众志成
城的“主心骨”。面对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一程，面对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发挥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
理效能，凝聚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我们就能创
造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实绩。

决胜全面小康、迈向新的征程，
让我们勇毅笃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正处于关键时期。船到中流浪更急，
越是艰险越向前。奋斗征程上，有党的
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
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
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

资源，有全党全国同心同德、开拓奋进，
我们完全有能力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书
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奇迹是干出
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今天，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雄心、有自信继
续奋斗，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进军，在新征程
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
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的战略安排，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的历史大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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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坚决
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迈
向伟大征程，实现伟大梦想！
（新华社北京2019年12月31日电）

决胜全面小康 迈向新的征程
——元旦献词

◀上接A01版
各级党委（党组）宣传部门要配合

做好宣传引导，各地各部门、各主要媒
体行动起来，围绕活动主题，加强宣传
策划，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积极做好
舆论发动工作，广泛动员和引导社会
各界参与到活动中来，形成比学赶超

的良好氛围。
《方案》强调，活动要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注意做到以下几个结
合：把学习贯彻省委七届七次全会精
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结合起来，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
制度、重要制度在海南落地生根见效；
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
改和提高工作质量结合起来，促进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我为加
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活动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发挥好

“领头雁”的作用；把自由贸易港政策
研究特别是早期收获的政策研究与推
进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推动自由贸易
港建设远景规划与早期收获同步落
实，让自由贸易港的各项政策红利更
早更快惠及基层群众；把抓好活动与
抓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结合

起来，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坚决防止空喊口号、纸上谈兵，坚决防
止等待观望、无所作为，以真抓实干确
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根据《方案》安排，活动领导小
组将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跟踪督查
指导。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方案》印发

岁月真的就这么叩响了2020年
的大门。

曾经以为遥远的目标，达成竟在
眼前；前人擘画的美好蓝图，即将由我
们亲手实现。

第七次聆听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
词，感触尤深。

“我们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
定前行。”这既是2019年中国人民拼
搏奋斗的写照，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的源泉。

贺词开篇一个数据亮了——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接近

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将迈上1万
美元的台阶。”

还记得2年前，习近平主席在新
年贺词中回望2017年时自豪地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迈上80万亿元人
民币的台阶”。

从80万亿到100万亿，仅仅两年
时间！新发展理念指引，高质量发展
平稳推进，中国经济交出稳中有进的
答卷。

还记得12年前，党的十七大提
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奋斗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比2000年翻两番。

然而时至今日，何止翻两番！
中国的发展远远超出预期！近 14
亿人口的国家，人均GDP实现历史
性跨越，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
个奇迹。

“不同凡响的中国风采、中国力
量。”习近平主席的金句道出了我们共
同的心声。

聆听贺词，眼前浮现出一幅绚丽
多彩的“神州万里图”。治党治国治
军、内政外交国防……回顾一年的成
绩，有硬核力量绘就的山河壮阔，也有
民生小事点染的人间烟火，有激情跃
动，也有细腻温暖。

岁月如歌，时光如水。生活改变
了一个人，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光阴
故事。网络上、朋友圈里，大家以不同
方式致敬难忘的2019年。

习近平主席也在致敬。国庆大
典，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瞬间，深深地印
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向历史致敬，向时代致敬，向人民
致敬。

如习主席所说：“这一切，汇聚成
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前进洪流，
给我们增添了无穷力量。”

贺词中有一句告白令人动容——

“我沿着中国革命的征程砥砺
初心。”

河北西柏坡、福建古田、陕西延
安、贵州遵义、江西井冈山、安徽金寨、
山西吕梁、上海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
船、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党的十
八大以来，一段段红色追寻，激励人
心、给人启迪。

以身相许、庄严承诺。一个“我”
字，尽显习近平主席对党、国家、民族
的赤诚肝胆。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唯有不忘
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
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
一往无前。

贺词中涌动着一种精神激荡人心
——

“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
前”；

“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
船到中流，人到半山，越进越

险，不进则退。新时代里，我们需要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

与贫困斗争，与灾害斗争，与消极
腐败斗争，与歪风邪气斗争，与霸凌主
义斗争，与一切妄图压垮中国人民、迟

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企图斗
争，直到最后的胜利。

贺词中充盈着一份情怀厚重深沉
——

这一年，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
人，习近平总书记拿出近一个月时间
12次前往各地考察调研，7次出国访
问累计达30天，同来华的外国政要进
行了80多场双边会晤，出席4场重大
主场外交活动，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工
作汇报、批阅重要文件、发贺信写回信
……“忙碌指数”一再刷新。

可就像他在贺词中所说，“无论多
忙，都要抽时间到乡亲们中走一走看
一看。大家跟我说了很多心里话，我
一直记在心上。”

他提到了独龙族群众、下党乡乡
亲、“王杰班”战士、体育大学学生、澳
门小朋友和义工老人，也点赞了保卫
祖国、守护平安、坚守岗位、辛勤劳作
的你我。

中国力量究竟来自哪里？“成就凝
结着新时代奋斗者的心血和汗水”。

中国主张为什么具有感召力？“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造人类
美好未来而不懈努力”。

2020 年，注定是非凡的年份。

习近平主席称之“是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

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可以看得更清
楚。1840年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
的开端上留下了屈辱、伤痛和黑暗。
1840—2020。180年披荆斩棘的探
索，180年气吞山河的行进。终于，中
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来到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里程碑前。

当把今天的新时代置于中国近代
史的维度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彼时中国之败败在制度，今日中国之
强强在制度。

2020年，也是我们向着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起点。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
静，也有波涛汹涌。”习近平主席的话
意味深长。

中华文明5000年长河，多有曲折
却东流不改，浩浩荡荡奔涌向前。这
就是不同凡响的中国力量。

2020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梦中一切的好，将在“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的瞩望中实现！
（新华社北京2019年12月31日

电 记者 霍小光）

不同凡响的中国力量
——聆听习近平主席2020年新年贺词

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引起海南干部
群众热烈反响——

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实干担当 不负时代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陈蔚林 李磊

邵长春 张期望 李梦瑶

12月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发表新
年贺词。贺词中，一个个数字道出2019年中国人
民的拼搏奋斗；一件件大事回顾着2019年中华民
族的砥砺前行。铿锵有力的话语在我省广大干部
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2020年是海南岛解放70周
年，是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关键一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争朝
夕、不负韶华，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作出更多
贡献，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取得更大成绩。

2019年，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如火如荼，海
南人民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时代印记。中国电子（海
南）联合创新研究院总经理符兴斌说，习近平主席
新年贺词提到了2019年5G商用加速推出等一系
列成就，指出这些成就凝结着新时代奋斗者的心血
和汗水，彰显了不同凡响的中国风采、中国力量。

“我们听到贺词深感振奋。”符兴斌说：“研究
院是去年刚刚落地海南的互联网高科技企业，在
海南建设了全国首个‘PK生态村’，拥抱创新思
路，集合生态智慧，努力把海南打造成为网络安全
产业的战略新高地。未来，中国电子将继续深度
参与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继续迭代升级PKS
安全体系，为国家网络安全保驾护航。”

“2019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下，我们继续深化开放，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
干笃定前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全国
人民欢欣鼓舞。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同时，2020年我们将深入贯彻中央十
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七届七次会议精神，守正创
新，继往开来。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开拓的思路、
开阔的胸襟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省委党校教授程
良波说。

12月31日晚，海口江东新区内灯火依旧通
明，林立塔吊下依旧有施工人员的忙碌身影。新
年来临之际，江东起步区路网项目（一期）工地依
旧热火朝天，22条道路建设工作在有条不紊全力
推进。“江东新区将打造成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新标杆，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一定建设好江
东新区起步区路网工程。”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
路网项目经理李运魏和同事们，通过网络收看
习近平主席发表新年贺词。投身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大潮，令他们倍感自豪。

海南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主任邓建强告海南
日报记者，作为一名海南引进人才，在2019年，他
看到了一个正在腾飞的海南，这让他今后的工作
信心更足、干事的动力更旺。“人才是第一资源，海
南敞开怀抱向全世界人才发出召唤，使得我们的
科研团队引进了大批优秀人才，‘热带法医学’领
域研究在过去的一年才会取得新的成绩。”邓建强
说，新的一年里，他们将牢记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
词中的嘱托，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全力推进热带
法医学学科建设，以科学的力量捍卫法律公正，为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护航。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提到：“2020年是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0年也是脱贫
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冲锋号已经吹响。”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红毛镇金屏村帮扶干部范群表示，在
新的一年里，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把握打赢脱贫攻坚战
面临任务的艰巨性，清醒认识把握实践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不放松、不停
顿、不懈怠，带领群众加快脱贫步伐。“习主席的新
年贺词让我感受到了他对扶贫工作的牵挂与关
心，也让我们这些扶贫干部对于使命和责任的认
识更为深刻。”她说。

聆听2020年新年贺词，一个个闪光的名字、
一段段动人的故事又在海南大学学生邓钦心脑海
中浮现——一辈子深藏功名、初心不改的张富清，
把青春和生命献给脱贫事业的黄文秀，为救火而
捐躯的四川木里31名勇士……“我又一次为这些
无怨无悔、倾情奉献的无名英雄所动容。”她说，作
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她将以所有在平凡岗位上书
写不平凡人生的无名英雄为榜样，只争朝夕，不负
韶华，争取以所学所获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自己的贡献。

（本报海口2019年12月31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