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理论的新突破
1984年10月20日，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实现了
我们党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我国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改革， 到1984年已经取得巨大
成就。将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
革，成为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改革进程的必然要求。为此，党
中央及时地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加快以城市
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
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根据这一认识，决定改变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
为辅” 的提法， 对我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点作了新的概括：第
一，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
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明确指出我国
在总体上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二，虽然继续肯定市场
调节的作用是辅助性的， 但同时强调这种作用是不可缺少
的；第三，对计划经济的内涵作了新的解释，指出计划经济不
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
济的具体形式。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
实现，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为此，要有步骤地适
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体现了党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新认识，是对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百万大裁军
1985年，中央军委作出的百万大裁军决策，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为贯彻落实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而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 也是
中国政府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重要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国防和军
队建设要腾出力量支援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建设一支
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指导方针，军队建设进行
了一系列重大改革。1982年， 军委各技术兵种裁减合并为总
参谋部的兵种部，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到铁道部。在大量裁
撤指挥机关的同时，增设了电子对抗部队，成立了国防科工
委，以适应国防现代化的需要。1983年4月，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组建成立，这是中国武装力量体制的一个重大变化。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 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军委
扩大会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人民解放
军将减少员额100万。

按照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按照先
机关，后部队、院校和保障单位的顺序，人民解放军自上而下
地组织实施了百万大裁军。到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完
成了百万大裁军的任务。经过此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人民
解放军朝着机构精干、指挥灵便、反应快速、提高效率、增强战
斗力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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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 数字经济
发展浪潮奔涌。

2019年是互联网诞生50年， 也是中
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25年。25年来，
我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大渐
强，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发展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信事业发展，作
出了建设网络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加强
网信工作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加强网络
内容建设和管理， 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
障，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推进全球
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推动网信事业发展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之路，为世界互联网
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创造了中国经验。

共建安全、清朗的网上家园
互联网是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也是

国际竞争合作的新高地。 信息技术为人
们带来便利，也伴随着不少隐患。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
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广大人民群众利益
也难以得到保障。”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
的话语，为推动我国网络安全体系的建立，
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指明了方向。

深刻把握信息化发展大势， 积极应
对网络安全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充分发挥政府、 企业和社会在维护网络
安全方面的作用， 加快建立完善网络综
合治理体系，各方面齐抓共管，共筑网络
安全防线，切实维护网络安全。

———出台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空
间安全战略》等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战略
规划，印发《关于加强网络安全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的意见》《关于加强国家网络
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见》 等政策文
件，制定发布网络安全国家标准289项，为
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立柱架梁，夯基垒台；

———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2019
年以来， 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组织开展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
理，对存在严重问题的APP采取约谈、公
开曝光、下架等处罚措施；

———自2014年以来，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连续六年成功举办， 开展网络安全进
社区、进校园、进军营等活动，有效提升了全
民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网络安全为
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深入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是亿
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网络空间天朗气
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
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加强互联网
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
清朗的网络空间。

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
理、用得好是真本事”，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协同发力，网上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
昂，网络生态不断净化，网络空间日益清朗。

组织开展“净网”“剑网”“清源”“护苗”等
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网络谣言、网络色情、

“伪基站”等网络乱象得到有效整治；“中国好
网民工程”“网络媒体走转改”等一批项目成
功实施，公民网络文明素养大幅提升，网络
空间日益成为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双十一”临近，河南南阳市镇平县侯
集镇的观赏鱼生意越来越红火。7年前，大学
毕业的高坤决定返乡创业， 成为侯集镇通
过电商平台销售观赏鱼的“第一人”。“这几
年电商物流发展让‘活体运输’成为可能，我
们也开始针对高端市场做线上零售， 客户
已经可以实现在网上挑选、扫码购买。”高坤
说，现在年利润能达到一二百万元。

如今， 当地越来越多的乡亲通过养
殖、销售观赏鱼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侯集镇是网络扶贫加快弥合数字鸿
沟、释放数字技术普惠效应的一个缩影。

2016年10月，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实施《网络扶
贫行动计划》，共同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为决胜全面小康增添助力。截至2018年
底，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7%，纳入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贫困县网络零
售额超过1100亿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

要》部署实施，2018年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
率达38.4%，比2017年提升3个百分点。

短短25年时间， 从一条网速仅有64
千比特每秒的网线出发，今天的中国，网
民规模达 8.54亿 ， 互联网普及率达
61.2%，网络与13亿多人民的学习工作和
生活息息相关。 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
万亿元 ，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34.8%，数字化新业态不断涌现。

“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
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语铿锵有力。

适应人民新期待，党的十八大以来，
“数字红利”加快释放，“互联网+”深入百
姓生活———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信
息化服务普及持续推进， 不断为百姓提
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

积极推进政务服务和民生领域的信息
化应用，推动线上线下集成融合，全国统一、
多级互联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正在形成，通
过“数据多跑路”实现“群众少跑腿”；

“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健康”
“互联网+文化”等广泛运用，公共服务均
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不断提升；

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全面实施， 网络
覆盖、农村电商、信息服务、网络扶智、网
络公益等扎实推进。

……
信息化的飞速发展， 正在让亿万人

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全球互联网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2018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向第五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就进一步推进全
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发表了重要主张———

“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互联网发展
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数
字经济发展的愿望相同、 应对网络安全挑
战的利益相同、 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
相同。各国应该深化务实合作，以共进为动
力、 以共赢为目标， 走出一条互信共治之

路，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具生机活力。”
这是对全球互联网发展趋势的深刻

洞察， 也是对中国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真诚倡议。

开放包容，互利共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化网络空

间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拓展与各国的合作空
间，共同致力于打击网络违法犯罪、促进数
字经济发展、 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积
极参与互联网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和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体系建设，共
同推动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迈向更高水平。

自2014年起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习近平主席在大会上深刻阐述
了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五点
主张”“四个共同”，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同，网络主权、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一中国与世
界互联互通的国际平台和国际互联网共
享共治的中国平台，品牌效应不断提升、
引领作用愈发凸显：

“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呈现引领未来
的互联网创新技术成果， 从衣食住行各领
域展示着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可能；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处理器、 神威太
湖之光、百度大脑、光量子计算机……惊
艳全世界的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在
会上发布， 让停留在书面的抽象概念成
为可以触摸的现实；

发布《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世界互
联网发展报告》和《乌镇展望》等成果性文
件，系统展现互联网治理的中国经验，为各
国更好推动互联网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回顾五年来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题，
从“互联互通 共享共治”，到“创新驱动 造
福人类”“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开放共享”，再
到“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互联
互通”“互信共治”“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贯穿始终，全球互联网
发展的中国智慧清晰可见。

一年一度，一期一会。
2019年10月20日，以“智能互联 开

放合作———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 为主题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
幕在即。 云集全球智慧的互联网盛宴将
让白墙黛瓦、 青石板巷的千年古镇乌镇
再次散发出璀璨的光辉。

在这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将再次
为世界发展注入更多新活力。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乘风破浪时 扬帆济沧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信事业发展取得新成就

———新中国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