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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
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海
外观察人士和媒体普遍认为，这表明中国将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实现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增强经济
创新力和竞争力构筑坚实基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
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将以产
业升级等方式从数量型发展转向质量型发
展，这样的调整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
要。中国要进一步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必
须依靠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通
过技术创新、体制改革等来完成。

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在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上下苦功。经过改革开放近40
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
增长正日益转向更多依靠消费、服务业和国内
需求，更多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技术进步。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
勇表示， 三大变革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至关重
要。 质量变革意味着经济增长从总量先行到量
质并重； 效率变革意味着经济增长从依赖要素
投入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动
力变革意味着服务业以及新技术、新产品、新业
态等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强。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展望2018年，海外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将坚持
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仍将是
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中国经济简报》说，有利
的经济条件为进一步降低宏观经济脆弱性和深
化改革提供了大好时机，中国有条件努力实现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中国经济正在高质量
发展轨道上加速

海外热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民生8大看点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脱贫攻坚是底线任
务，也是标志性指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降
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
准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激发贫困
人口内生动力，加强考核监督。

截至2016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
4300多万人。 现有贫困大都是贫中之贫、困
中之困， 脱贫攻坚越往后成本越高、 难度越
大，难啃的硬骨头会更多。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
贵表示， 当前做好脱贫攻坚重点是把握好标
准，更加具有针对性，既不能降低标准，也不
能养懒汉，要保证扶贫政策可持续，确保脱贫
质量。除了发挥好制度优势，更要发挥贫困地
区贫困群众主动性创造性， 依靠内生动力脱
贫。

打赢蓝天保卫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重点是打赢蓝天保
卫战。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
研究员彭应登表示，五年来，我国在大气污
染改善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 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但总体上看，我国空气质量距离百
姓期待还有一定差距；重点地区、重点时段
的污染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

他表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产
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调整能源结构，加大
节能力度和考核，调整运输结构，这一安排充
分体现了国家治理大气污染的决心。“三大结
构调整并非短时间就能实现， 要对大气污染
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足够认识，
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和时间表， 政府各相
关职能部门形成治污合力。”

做好婴幼儿照护和
儿童早期教育服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解决中小
学生课外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 等突
出问题，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
服务问题。

据教育部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我国
小学净入学率99.9%， 同时学前三年毛入园
率77.4%。

“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教育发展还存在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浙江师范大学儿童公共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吕苹教授认为， 国家提出

“幼有所育”，但当前我国托育市场存在“发育
不良”问题，亟须规范婴幼儿照护和学前教育，
加强行业引导，立法先行。

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注重解决结构性就

业矛盾，解决好性别歧视、身份歧视问题。
长期以来，招工难始终与就业难相伴而生。

“十三五”期间，平均每年需要在城镇新就业的青
年约1500万人，就业压力总量巨大。

中国就业促进会专家陈宇说，结构性就业矛
盾突出，表现为高层次和技能人才缺乏，同时一
线员工不好招，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和部分高校毕
业生就业困难，招聘中的性别歧视、身份歧视现
象不容忽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党
委书记郑东亮认为，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
积极的就业政策，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着力
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有效应对失业风险，实现
比较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

鼓励社会资金
进入养老、医疗领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解决好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鼓励社会资金进
入养老、医疗等领域。

长期以来，“大医院一床难求，小医院
门可罗雀”是医疗业的突出问题。国家卫
生计生委统计显示， 截至今年一季度，我
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达到93.4%，接
诊人数却仅占总诊疗人数的53%。

平安万家医疗董事长范少飞表示，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鼓励社会资金进入
养老、医疗领域，意义十分重大。发挥社会
资金作用，推进基层诊所提高标准化建设
水平，是应对医疗、养老资源不平衡、不充
分的重要举措， 能够分流大医院压力，切
实解决“看病难”问题。

打击网上诈骗
和倒卖个人信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着力解决
网上虚假信息诈骗、 倒卖个人信息等突
出问题。

网络诈骗之所以容易得手， 源自
大量个人信息被肆意买卖。 在倒卖个
人信息中，通讯信息、身份信息、消费
信息等高居前列。

“民生无小事。”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
中心主任肖江平说，虚假信息诈骗和倒卖
个人信息，让公众对互联网信息交流失去
信任感。他建议，要对公民信息收集、安全
存储不力的企业追责，对非法获取、倒卖
个人信息的行为施以重罚。同时，建设让
老百姓高度信赖的网络发布渠道。

完善房地产市场
长效机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加快建
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的住房制度。 会议提出要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 完善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
说， 重塑和完善我国的住房制度，完
善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是实现全
体人民“住有所居”和房地产市场长
期平稳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会议明
确提出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住
房租赁市场有望在“住有所居”方面
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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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现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改革完善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

2016年， 我国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收入37991亿元，比上年增长18%，全年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34004亿元，比上
年增长21.8%。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及
流动性加剧，养老金的区域不平衡、部分
地区收不抵支问题凸显。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主任褚福灵指出， 实行养老保障全国
统筹，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余缺、分
散风险，有助于拧紧养老金“安全阀”，
增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
性。 还有助于均衡区域间企业和个人
负担，降低财政兜底保障的风险，促进
更加公平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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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复杂局势，科学判断，正确决
策，真抓实干，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经济巨
轮向着高质量发展目标劈波斩浪、扬帆远行。图为工人在北京建工集团城市副中心A2工程
工地施工（9月11日摄）。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 � �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强基本公
共服务，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会议从这些方面就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

� � �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于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首次提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会议指出，5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
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
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对于这一经济思想的内涵， 会议提出了
“七个坚持”：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
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

———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

———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
的体制机制障碍；

———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
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
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 稳中求
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
脚印向前迈进。

会议明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是5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
践的理论结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最新成果， 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
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