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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喜遗失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副本，编号：C20164313210399，
声明作废。
●永州市世纪工程爆破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10073284011XJ）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
号：湘财通字（2017）2582212248，声明作废。
●夏友爱遗失2013年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
号：湘交运管株字430223004247号，声明作废。
● 龙 飘 遗 失 湖 南 省 非 税 收 入 一 般 缴 纳 书 ，号 码 为 ：
NO.2577421280，声明作废。
●杨光宗遗失2015年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湘交运管株字430223200134号，声明作废。
●辰溪县小龙门乡中心小学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124312237406355114，声明作废。
●湖南省临澧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遗失中国邮储银行临澧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100306405100016666，核 准 号 ：
Z5584000028501，编号：5510-00100444，声明作废。
●刘毅遗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证，号码为：武字
0115366号，声明作废。
●芷江县凯旋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车牌号为湘N71737

（黄色）的道路运输证，编号：怀字431228001928号，声明作废。
●张家界隆泰万利投资有限公司遗失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
民法院2019年9月23日开具的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
一份，证号为：湘财通字（2019）NO：3115426911 财产案件受
理费11720.00元，声明作废。
●张家界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许可文号为：湘旅企管字（1999）45号，编号为：L-
HUN-08044，声明作废。
●万俊均遗失医学出生证明，编号：Q430774919，声明作废。
● 周 洁（43042219890917****）遗 失 毕 业 报 到 证 ，编 号 ：
201510532101632，声明作废。
●湖南省新沙锅炉有限公司遗失核辐射安全许可证，号码为：
湘环辐证02131号，声明作废。
●邓巧云遗失毕业证，号码为：105551201605810209，声明作
废。
●邓巧云遗失学士学位证，号码为：1055542016810209，声明
作废。
●武警湖南总队株洲支队易东山遗失警官证，号码为：武字第
1035857号，声明作废。
●刘湘遗失警察证，号码为：43200168，声明作废。
●黄纯华遗失湖南省监理员证书，证号为：XY16-U0009，声明
作废。

12月4日，宁乡市横市镇合金村孤寡老人文义兵家
中一片欢声笑语。原来这天是文奶奶90岁生日，合金村
党支部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10余名党员志愿者带来
了大米、植物油和水果，并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为她祝
寿。在文奶奶家中，志愿者们与文奶奶拉起了家常，嘱咐
她注意添衣保暖。老人则高兴地拉着志愿者的手连连道
谢。随后，他们打开生日蛋糕，点亮蜡烛，唱起了生日歌，
文奶奶在一片祝福声中开始切蛋糕、吃蛋糕，其乐融融。

“文义兵老人无儿无女，生活困难。”志愿者唐伏军介
绍，他们是在走访时了解到老人有一个过生日的愿望，就开
始筹划给老人一个惊喜——组织大伙陪老人过一个热闹的
生日。合金村党支部书记胡国强表示，开展这样的活动很
有温度，不仅让老人过了一个愉快难忘的90岁生日，圆了
老人的梦，也是党员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次具体行动。

据了解，横市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以
来，根据群众志愿服务需求，制订志愿服务活动方案，组织
志愿服务力量，重点围绕“关怀孤寡老人”“关爱留守儿童”

“移风易俗”“扶贫帮困”“文明交通劝导”“环境卫生整治”等
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队伍已经成为
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截至目前，横市镇已有注册志愿
者1200余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200余次，有效推动了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的深入开展，村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罗若鱼）·精彩湖南·

党员志愿者上门 圆90岁老人“生日梦”

12 月 9 日，湘潭县发改局局长赵龙江介绍，该县易
地搬迁户80户233人全部脱贫，率先实现脱贫“清零”。
同时该县易地搬迁入住率、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设
施覆盖率、拆旧及复垦率、后续帮扶措施覆盖率均已实
现 100%。下一步还将联合湘潭天易经开区和劳动部
门，进行电工、钳工、焊工的定向培训，进一步提升易地
搬迁户的收入。

湘潭县易地搬迁集中安置项目于2017年底全部建
设完成，从此搬迁户实现从破败不堪的旧房到崭新明亮
的新房，从泥泞的小路到硬化的水泥路，从没钱看病上
学到享受高额报销和就学补助，从捉襟见肘的贫困生活
到欢声笑语的幸福生活，搬迁户的生活质量得到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圆了“安居梦”。安置区里，身有残疾的周
熙安一边晒太阳，一边做油纸伞创收，他刚搬了新家，买
了电视机，“现在日子真是好过了。”

湘潭县让搬迁户在安居同时又兴业。该县把“扶贫
车间”开在了安置区，根据搬迁户实际情况，让其进行自
由择业。同时，利用当地特色产业扶贫，如利用蜜蜂养
殖扶贫基地培训搬迁户养蜂，每户可增收 1000 元以
上。湘潭县石鼓镇的油纸伞是该镇的主导产业，当地政
府对搬迁户进行技能培训和产业对接，组织搬迁户制作
油纸伞骨架，企业负责收购，既解决了贫困户就业，又促
进了当地传统油纸伞技艺的发展。

赵龙江局长介绍：“湘潭县按照‘搬得出、稳得住、可
发展、能致富’的原则，帮助搬迁贫困户脱贫致富。在搬
迁过程中，贫困户的思想观念、生活生产方式在悄然转
变。” （曾佰龙 颜清华） ·精彩湖南·

湘潭县易地搬迁户率先实现脱贫“清零”

!"#$%&'()*+,-
./01 !2345678019:
;<=>7?@(ABCDEFGC
H(I)CJK1LMNO34P
QRS7TUVW134<(X3
4/YRSZ/Y[\Z/Y]^Z_

/01 !Z9@(A`ab/c
defZg hiW19@(A`j
klTmnoTpqgrstuv
w@(A`;xyz<{|}7~
L " ���34z7 ���) #$
�7���� $% ��h��@(A
`Wec���lTW��Z��
��7 ���������17�
1( ¡¢�£O¤Z7�¥@(A
`jk��¦§¨x�©ª«Z7
&$' ¬W®¯«u� °±²7³
jk��´�79 µ@¶·¸7¹
ºT»¼½¾¿ÀÁ�Âº-.@
(A �̀W®ÃÄZÅ)ÆÇ7�H
(È�É`ÈÊËÌ@(A`NÍ
ÎÏÐÑ�´ÑÒ�7Ós1wÔ
Ä�ÓsÕ®ÃÄ�ÓsÖ×ØÄ7

ÙÚÛÑ<´Ñ_
�W1 !Z9DEFG�Ü�c

dÝÞ2g ßàáwsâ34Î�
�Csâ34i��Ïãäxå7æ
�WçèéêàC��ëìíîCW
®��5ïðñºòg z1(óp
qCôõö÷EøC(XùÆCH(
úûüýþ�ÿ!7 vwþ�"t
W��7#Wçç®$���%&7
';W®(�êº)oC*O+´g
,"7 êà-./0123Ì "()
8À7(XDE45Â678�vw
9:;</Y÷Z¦§¨xW®Å)
!7 =°>?:@<A<Å)NO
¦§B2jk79TU/CPDEZ
/FPDGZHI()ºòg

/W1 !Z9H(Å)JK/c
dLòZgQMSN8O7ßàh�
{(Å)PW®QïRCW®ST
UÅ)!C VWSTUÅ)!*X
,��YZ[Z�\7]^_/S
`W®Z ?a�bcdef{(
/ghisjZÔÄÅ)kl�S7

m�noW®(�/pqÌrCs
�ÌrCÅ)ÌrCtIÌrZ��
5ï4û7 êº78H(Èuv
Ç7wxVÂyÏz{<|}g

/W1 +Z9JK~1��/c
d2�Zgo3/=W1C�Å)C2
�ýZ34��73�-\JK1
Lg �`lT/sR��Z7à;x
�.<������$�C�\;
�7ý�������<����
��7 �2JK~134z�;
xC��ä�C34- /̄ð�Î
�Zgû�W1Ü»7��JK~1
�67 ¡��/¢Ô£¤¥ºC�
\¦§¨nZ/JK¦§¯B?Z�
�W©�\7P5ænV(�ª«
¬?JK~1ÏX,<�\g
1w®êª¯ª°34ÆÇ7z1
W®±)°K²¯!7Ì³´¯µ
�C ¶·©z���°K²¯3
479JK�ý2¸µ¹g

!!"# $%& '()"
#*+,-#

!"#$%&'()*+,$-.&/

!"#$ !"#$ %&'()*+,-./01234
356789:;<=>?@ABCDEF9GHI23@4
3JKL6MNOPQR9STUVWX@YZ[X@\
]^X@43_X`abcd9ef6ghij343k
lmno]m9ep<qrDst9_uvwxyz

{)|}BCUV~�9!%&$ !����UV '!%%
���~�j3569 ����j3xy��i6gh
e�UV��$��x����� '(')*( ��9�� #*+
h6ghz �1<���.D9xy����@ ¡@¢£@
¤¥ <̀�¦§D¨+ , ©9<ª¦§D¨+ !# ©9<«¦
§D¨+ #!' ©9[X)¬®�¯@°±�²³ ´�<B
µ²¶@·¸¹5@º»�J@U2o]@¼½43D`\
]^¾¿,9\]^¾6gh (-,! hÀx�23Áh"
ÂÃ5ÄÅ *-% ��9+!%% h6ghhÆ�² #*%% �
�ÀÇÈÉÊËÌ56ÍÎ +, ©9ÏxÍÐ '%% �m9�
6gÉÑÒ®�² - ��"Ó³ ´�ÔyÕÖ43@4
Ð43@´3439Ç×<56ØÙD+- Ú9ÔxÛ]ÜÝ
Þ *!# ©9ß)Ï436gàXá #*#*+ â9��ÕÖ4
36gàXá ##!( â9x�ãSäÅ '#)%! ��³

!%#$ !9{)å6 -#-$ â96gx¤æç !%#* !
i $)+.èéê %)+'.³ !!"# $%&"#'()*#

!"#$%&%'()*+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2月9日 第2019141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元
11 0714 15 20 21 23 27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信息
2019年12月9日

第2019329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 74

9月25日，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CZ3001次航班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起飞。当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
新华社发

2019：沧海横流 浩荡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述评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动向
时刻牵动世界目光。2019年的中国经济，更
是备受瞩目。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科学决
策，以高超的宏观调控艺术驾驭中国号经济巨轮
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在壮阔的海域中开拓出更
为光明的高质量发展新航程——

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增就业目标
超额完成，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改革开
放迈出重要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
化，应对挑战工作有力有效……攻坚克难、稳
中向好的中国经济，愈发彰显蓬勃健强的实
力后劲。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是来自东
方大国的自信作答：“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
前景无限美好。”

“大海依旧在那儿”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经

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0.2%——时隔6个月，中国11月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PMI）重回扩张区间；

前 三 季 度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4.4%。其中，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继续
保持较快增长；

前 10 个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3407家；实际使用外资7524.1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6.6%。

纵使外部“逆风”依旧，中国经济韧性十
足。

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极为复杂严
峻的一年——

放眼全球，国际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
义加剧，地缘政治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贸
增长放缓态势明显，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回
落，而中美经贸磋商的跌宕起伏，更令低迷的
国际经贸环境蒙上阴霾。

环视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市场需
求走弱，企业利润下降，实体经济困难增多，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同时猪肉价格上涨推高
居民消费价格，让正在爬坡过坎的中国经济
备受考验。

内外挑战并存、形势复杂多变，这是今年
中国经济面临的大环境；

把准战略全局，从容坚定前行，却是今年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
难，推动中国经济航船始终稳定向前——

一年来，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尽管增速
略有下滑，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 6.2%，在总量 1 万亿美元以上的全球经
济体中位居第一，且已连续19个季度稳定在
6%至7%的区间，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在超过90万亿元规模的高基数上保
持中高速增长，殊为不易。

一年来，中国经济结构优化。消费市场分量
更重，有效投资更注重补短板、增后劲。最终消
费支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
60%以上。1至10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
长14.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7%。

一年来，中国经济更具民生温度。前10
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93万人，提前实现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前三季度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1%，与GDP增长
基本同步。提高离退休人员和社会优抚对象
待遇，老百姓用上更多平价优质药品。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继续提升。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儿！”习近平总书记以大海作喻的有力话语，
也印证着今天中国发展的坚定信心。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源自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掌舵领航，始终
把准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不少指标好于预
期。在开局良好、预期转暖的舆论氛围中，党
中央对形势的严峻性始终有着清醒研判。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
同时，要清醒看到，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
难和问题，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
存在下行压力。

进入二季度的中国经济持续承压，增速
从6.4%回落到6.2%。

7 月 30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把握
长期大势，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化危为机”的
重要判断和部署。

既警醒风险、看到压力，又淡定从容、坚
定前行。

一年来，中央政治局定期召开会议，分析
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在重要节点为经
济运行把脉定向；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两次
会议，分别着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和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
业链水平问题；

一年来，中央深改委先后召开6次会议，
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迈向深水区；
中央政治局8次集体学习中，既有完善金融服
务、防范金融风险专题，也关注区块链技术背
后的产业变革……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充分反映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沉着从

容，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坚持办好自己的事——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提升微观主体活力，金融业加快开放，一批外
资大项目加快落地……一年来，积极应对挑
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步伐坚定。

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出台外商投资法，推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降低关税……习近平
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作出的承诺一一落地。

言出必行，这是中国鲜明的态度：开放举
措落地有声，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
字方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发展战
略深入实施……一系列有力有效的新措施新
行动，既为世界带来了新机遇，也给自身发展
夯实基础。

办好自己的事，这是中国“以不变应万
变”的坚定自信：做好“六稳”工作守住基本
盘，前 10 个月日均新登记企业接近 2 万户，

“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更加巩固，经济循环更
加畅通。

2019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
关键时候，既要有攻城拔寨的必胜勇气，又要
具备绣花描红的细腻功夫。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
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4
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指出，“要
逐一研究细化实化攻坚举措，攻城拔寨，确保
完成脱贫任务。”

脱贫攻坚是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更是
初心使命的庄严兑现。预计到今年底，全国
95%左右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实现脱
贫，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充分彰显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
高超的治国理政能力——

政策取向，经济运行之航标。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
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
底的总体思路”——今年以来，党中央把准经
济运行政策基调，始终坚持“稳”字当头，这

“五个坚持”一以贯之，发展方向坚定不移。
制度保障，定国安邦之根本。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长远出发
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对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重要
部署，从而确保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实现高质
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掷地有声：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
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
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
退。”

12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
央政治局会议令人瞩目。会议提出，切实把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改进领
导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完善担当作为的激
励机制。

“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
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创新激活力、改革再突破、
开放新动作，为中国经济巨轮乘风
破浪提供不竭动力

初冬的合肥，京东方厂房里，一块块巨大
的玻璃基板在全自动生产线上缓缓流动，被
切割、制作成用于 65 英寸、75 英寸乃至更大
尺寸电视的液晶屏幕。

“凭借创新，我们在新型显示领域实现了
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京东方科技集团副总
裁张羽介绍，新投产不久的全球最先进 10.5

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产销两旺，公司正成为全
球最大的液晶屏供应商，在经济下行寒气中
释放出浓浓暖意。

化危为机、创新突围，这既是中国制造
“硬核”发展的指向，也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突破。

以持续创新的干劲增强经济增长的后
劲，做强发展动能——

从嫦娥四号成功着陆传回第一张月背照
片到中国北斗导航卫星在轨数量突破50颗，
从中国正式发放5G商用牌照到C919大型客
机第5架试飞飞机首飞……中国科技创新步
伐不断提速，也在持续为经济助力。

创新发展是引领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
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谁能抓住先
机，谁就能占据发展的制高点。

5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
调，“技术创新是企业的命根子。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才能生产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产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

9月在河南考察时，总书记再次强调，要
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
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
济搞上去。

“紧紧扭住技术创新这个战略基点”“掌
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从国内考察到出
席中央会议，从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到
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正
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路径方向。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新科
技、新突破不断助推新产业加快成长，经济发
展新动能愈发强劲。前三季度，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4%，3D 打印设
备、服务机器人、智能手表等新产品产量分别
增长157.6%、145.7%和84.5%。

“中国是充满机遇之地。”瑞士工业企业
ABB集团亚洲、中东及非洲区总裁顾纯元认
为，中国拥有强大的创新动力，一系列鼓励创
新发展的举措，为中国市场的全方位发展催
生了很多机遇。

以持续改革的确定性应对发展中的不确
定，拓展增长空间——

在中国做生意难不难？
不久前，世界银行的最新全球营商环境

排名给出了答案：中国以15个名次的跃升，排
在全球第31位。

好的营商环境，是涵养一切创新与发展
的土壤，背后离不开改革助力。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配备“项目管家”、100
个高频事项“最多跑一次”、开展“清赖行动”
专项整治……得益于不断加力的改革，今年
以来，沙特阿美、恒大、阿里巴巴等一批商界
巨头纷纷布局东北，“投资正过山海关”。

改革不只是放权，更是瞄准体制机制弊
端与发展“沉疴”的彻底革命。

“要对标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继续打硬仗，啃硬
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

“当前，很多重大改革已经进入推进落实
的关键时期，改革任务越是繁重，越要把稳方
向、突出实效、全力攻坚，通过改革有效解决
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作出

鲜明表态，针对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在
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加快改革步伐。

瞄准企业运行负担重的问题，出台实施
约2万亿元规模的减税降费举措；瞄准供给侧
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大刀阔斧破除无效供给，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咬住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

“中国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在亚洲开
发银行副行长艾哈迈德·赛义德看来，一系列
的改革部署，打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
脉，助力中国经济向着中高端水平阔步前进。

以持续开放的坚定姿态保持合作发展的

常态，激发更多活力——
“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一系列重要

讲话中的高频词。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营商环

境只会越来越好，为全球跨国公司创造的机
遇只会越来越多。”

金秋10月，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跨国公
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贺信中，再次向世界传
递出中国坚定扩大开放的立场、优化营商环
境的决心和持续创造机遇的诚意。

1分钟，中国进出口约5700万元；1小时，
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近 7 家；1 天，全国对
外直接投资 3.92 亿美元……开放的中国，每
一刻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从出台外商投资法到新版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发布，从继续降低进口关税到放宽
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准入条件，从增设6个自
贸试验区到第二届进博会亮出扩大开放五大
新举措……

一年来，中国践行扩大开放承诺，务实举
措接连落地，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了
就不想走”“在中国，为世界”。

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规模连续三年下
降的背景下，今天的中国依然是外商投资的
热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吸引外资总量较去年同期
增长4%，继续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
外资流入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

“过去，我每两年来中国一次，现在每六
周来一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主权
财富基金——穆巴达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哈勒
敦·穆巴达拉说，“如果你是投资人，有长期视
角，要积极在中国投资。”

大国经济，气象万千。
一个开放的中国，不断赢得国际竞争的

主动，不断为世界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一定会更加光明”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
基本趋势没有变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经济的“时”和

“势”备受关注。
11月23日，广东湛江，东海岛。
随着中德双方代表铲动第一铲土，巴斯

夫（广东）一体化基地项目建设正式启动。这
是中国首个外商独资大型石化一体化项目，
预计投资总额 100 亿美元，建设时间跨度持
续到2030年。

“巴斯夫‘安家’湛江，便成了湛江的‘企
业公民’，甚至可以说是永久‘企业公民’。”薄
睦乐，德国巴斯夫欧洲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
在开工仪式上难掩兴奋。

看好中国、深耕中国，巴斯夫是众多外资
企业的一个缩影，他们投下的是对未来中国
的“信任票”。

正如中国古语：“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
若颣”。驶向更光明彼岸的中国号经济巨轮，毋
庸置疑也会在广阔海域中经风浪、过险滩，经受
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考验。

此时此刻，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国内外风
险挑战明显上升，经济下行压力凸显，实现高
质量发展仍有许多新课题要面对。

关键时刻的关键谋划。关于 2020 年中
国经济工作，12 月 6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鲜
明提出：要坚持用辩证思维看待形势发展变
化，增强必胜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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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看形势、理性观问题，重在从大势上
着眼、关键点入手、全局上谋划。“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
本趋势没有变。”这次会议作出的这一重要判

断，有力回应了外界担忧。
11 月 22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

总书记在会见首次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身份访华的格奥尔基耶娃时也这样强调：“中
国经济发展有着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

“中国经济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增长的重
要动力。”正如格奥尔基耶娃所说，中国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三分之一，中国经
济的稳定和健康对世界来说十分重要。

面向未来，不断发掘的内需市场蕴含着
经济发展新潜力——

沃尔玛计划未来5到7年在中国新设500
家门店和云仓；阿迪达斯、耐克、乐高在京沪
等地增设多家新型旗舰店；奥乐奇首次进入
中国内地市场，罗森快速进军东北、西北以及
三四线城市……今年以来，外资零售企业加
快布局中国市场。

今年“双11”，“小镇青年”展示了强大购买
力。仅16分钟，拼多多上卖出1000辆国产车，
购买者大多来自三四五线城市；京东平台上，新
增用户近三成来自下沉市场，65英寸以上大屏
电视在县镇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拓展扩大最终需求，有
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7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一系列瞄准扩大
消费、启动内需的部署正在落地开花。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高铁开进
沂蒙山，各地“夜经济”持续火爆，“十一”黄金
周期间电影票房总收入同比增长了1倍以上、
创出票房新纪录……这些新动向、新变化凸
显出中国市场澎湃的活力。

制造业总产值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劳
动年龄人口近9亿人，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
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超过1.7亿人，高铁里程
将突破 3.5 万公里……这些完备的产业配套
能力、丰富的人力人才资本和完善的基础设
施，构成中国大市场的坚实保障。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市
场规模巨大、潜力巨大，前景不可限量。中
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看看。”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主
旨演讲中，向来自全球的嘉宾发出邀请。

面向未来，不断优化的区域格局释放出
经济发展新天地——

12月的第一天，《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面世，按下了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加速键”。

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
约占全国经济总量四分之一的长江三角洲，
在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被赋予更重要使
命，旨在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跨过长江向北，中华民族另一条母亲
河——黄河，也正迎来新的发展格局。

今年9月，在河南考察调研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将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同列为重大国家战略。

从一江一河沿线，到三大城市群，中国正
向世界展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续写更大的
发展奇迹。

面向未来，持续深化的改革开放创造出
经济发展新机遇——

中国越发展，就越需要不断改革开放。
“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完善开放格局”

“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继
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11月5日开幕的第
二届进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示的新举措、推
出的新承诺，震撼会场，振奋世界。

“中国将坚持扩大开放，增加商品和服务
进口，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
新格局。”时隔不到10天，在巴西首都巴西利
亚，习近平总书记向金砖国家领导人展示了
中国开放新蓝图。

而到了月末，面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等出席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的外方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令人振奋：“中国坚持改
革开放，既大胆创新，又摸着石头过河，越是
面临阻力，越是迎难而上，加大开放。我对中
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
密集的发声，彰显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

坚定决心，也映射中国与世界融通交汇的时
代潮流。

截至10月底，中国已与137个国家和30
个国际组织签署197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已近2万列。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
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向世界
传递出中国加快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进
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

2020年初始，两部中国法律法规将正式
施行——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开
放的中国正加快以法治化手段，为海内外投
资者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
大道致远，海纳百川。走过70年辉煌，中

国经济是浩瀚大海。
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近14亿中国人民
坚定不移的前进步伐向世界表明：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大道定会越走越宽广，更有信
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