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要闻 2018年12月10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一智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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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卫生改革发展
20件事公布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上海的人均期望寿命从
72.77岁提高到83.37岁，市民三大健
康指标已连续十多年保持世界发达
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水平；上海成功抗
击“非典”、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重
大传染病；

上海建成国内最大城市院前急
救体系……上海市卫健委昨天公布
了“上海卫生改革发展20件事”。改
革开放40年，上海卫生事业跨越式发
展，织牢织密一张城市健康守护网。

为全面回顾40年改革发展取得
的巨大成就，传承发扬40年卫生改
革的精神财富，激励全市卫生系统改
革开放再出发，上海卫健委推出“上
海卫生改革发展20件事”活动，

经过基层推荐申报、入围项目遴
选、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最终推选产
生了个个在全国具有创新、引领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是上海卫生健
康事业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40年，
更是市民健康获得感满满的40年：
人均期望寿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72.77岁提高到83.37岁，常住人口孕
产妇死亡率3.01/10万，婴儿死亡率
3.71‰，市民三大健康指标连续十多
年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在全国首创
医联体、家庭医生制度、“社会人”模
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少儿互
助医疗保障模式，开疾病预防、卫生
监管改革之先河。

进博会参展商联盟
秘书处正式成立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近日，进
口博览会参展商联盟秘书处正式成
立，标志着由部分世界500强及行业
龙头企业自发建立起来的展商联盟
开始常态性开展工作，为进口博览会
的参展企业打造平台，做好服务。

进口博览会参展商联盟于上月6
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展
的第二天成立，成员包括数十家参加
首届进博会并已经签约参加2019年
第二届进博会的世界500强及行业
龙头企业。美国通用电气集团当选
主席单位，杜邦公司、安永会计师事
务所、JBS公司、强生公司、欧莱雅集
团、三星集团、丰田汽车公司当选副
主席单位，阿斯利康制药等20家企
业当选理事会成员，霍尼韦尔等49
家企业成为联盟成员。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国家
会展中心董事长孙成海应邀担任联盟
秘书处秘书长，联盟主席单位和副主席
单位等10名代表为秘书处组成人员。

孙成海表示，参展商联盟在首届
进口博览会期间宣布成立，有了很好
的带头示范效应，现在有很多企业积
极踊跃报名第二届进口博览会。秘书
处首先要做好服务工作，把联盟的各
项工作和计划更好地落到实处。其次
是打造好平台，让展商联盟成为优质
参展企业交流合作平台、连接参展各
方信息与资源共享平台，以及为促进
中国与世界各国（地区）之间经贸商务
往来与发展建言献策的智囊平台。秘
书处将借助直接了解各家成员对办好
进口博览会的意见建议，提高参展企
业对进口博览会的满意度，从而提升
彼此的品牌价值和竞争能力。

砥砺奋进
在世界舞台上书写东方奇迹

2018年9月26日，对53岁的浙
江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农民裘丽
琴来说，终生难忘。

那一天，作为浙江省1800多万
农民的代表，她现场见证了联合国授
予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地球卫士奖”的历史一刻。
“我们是建设者，也是受益者。”

站在联合国的演讲台上，裘丽琴自豪
地告诉世界，曾经贫困落后、脏乱差
的家乡，历经15年美化建设，已蜕变
成“开门就是花园、全村都是景区”的
美丽乡村。

透着泥土芬芳的浙江乡村故事，
正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农业农村改革
发展的一面镜子，映照着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变革的滚滚洪流。

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福
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时，一定不会想
到，中国不但没有被历史终结，反而
创造了历史的奇迹——

从 1.8%到 15%，这是 40 年来中
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的攀升幅度；
年均经济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
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近年来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超
过美欧日三者总和；

从97.5%到3.1%，这是40年来中
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农村
贫困人口减少了7.4亿人，对全球减
贫贡献率超过70%；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22.8倍，成功由低收入国家跨入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一升一降间，是一个泱泱大国短
短40年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
来的东方奇迹。

为什么是中国？中国为什么能？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无法想象中国能够取得如此成就。”
俄罗斯《独立报》如是评说。

2012年12月，深圳莲花山顶，
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后第一次去外
地考察便在此庄严宣示：

“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
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40年前，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实行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大江南北涌
动滚滚春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迸发
勃勃生机。

从邓小平南巡谈话，到党的十四
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目标，再到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一个个关键时刻，中国共产
党始终高瞻远瞩、把准航向，体现了
强大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

6年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鲜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筑梦圆梦成
为改革开放征程上激荡人心的高昂
旋律，各个领域改革向全面深化推开。

锐意开拓
中国道路越走越宽

非洲，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
陆。在这片希望的沃土上，十多亿非
洲人民正致力于实现几代人孜孜以
求的非洲梦。

刚果（布）总统萨苏曾多次访华，
仅深圳就去过多次，见证了中国改革
开放“第一窗口”从渔村到现代化都
市的华丽转身。

萨苏想知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如何把市场作用发挥到极致，创造出
惊艳世界的经济奇迹。

回望40年沧海桑田，答案就在
其中。

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让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焕发生机活力——

2006年春天，北京人民大会堂。
全国人大代表们在审议国家新

一个五年发展安排时，惊奇地发现：
文件里不见“计划”二字，而是以“规
划”代替。

从计划到规划，一字之变，是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长期规
划功能的准确定位，更是中国经济社
会重大变革的生动缩影。

“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定规划
的时候，我们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
一次选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经济学家恩格尔如此感慨。

当中国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全社会迸发出
无穷的创造活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越走越宽。

40年来，中国市场主体从不足50
万户增加到目前的1亿户以上，增长
了200多倍；到2017年底，全国民营
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制造业总量
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商品短缺和
凭证供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新发展理念的正确指引，让中国
激发出砥砺前行的澎湃动力——

从“百年煤城”到“海绵城市”，资
源枯竭型城市江西萍乡正奋力转型。

12月2日，萍乡市见证了22个
海绵项目完成签约。如今，这里集聚
着100多家海绵产业相关企业，昔日
黑臭的湖水正被水清岸绿的生态环
境取代。

萍乡市的华丽转变，折射新发展
理念指引下的中国变迁。

40年来，从“效率优先”到坚持科
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再到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我们党每一次发展理念、
发展思路的创新和完善，都推动中国
实现了发展的新跨越。

激活亿万人民的奋斗和干劲，凝
聚起中国实现梦想的磅礴伟力——

四川广汉市向阳镇改革开放陈
列馆，参观者络绎不绝。

1980年，向阳镇在全国第一个
取下“人民公社”的牌子，被誉为“农
村改革第一乡”。

改革后，向阳镇粮食产量迅速增
加，乡镇企业枝繁叶茂。如今，向阳人
又在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改革中筑梦。

“我们伟大的发展成就由人民创
造，应该由人民共享。”2018年的新
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
宣示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西方媒体评价认为，从1978年
到今天，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
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成为全
球发展的榜样。

从吃饱穿暖，到更好的教育、更
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

的社会保障……全国政协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杨伟民说，抓住群众的需
求，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就抓住了
改革的关键。

昂首前行
续写中国新的发展奇迹

1978年，邓小平在日本访问乘
坐时速210公里的新干线时感慨：就
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

40年后，“复兴号”列车已驰骋祖
国大江南北，时速350公里，其疾如风！

从改革开放中来，奔民族复兴
而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外界对中
国发展走向的关注与日俱增。

“中国经济正处于其现代历史的
转折点上。”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评
价说，更大的挑战是展望2050年以
及中国“新时代”的理想目标。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
到三年时间；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三十余载。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逐梦百
年奋斗目标，“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
打鼓就能实现的”。

谱写新成就，续写新奇迹，要在
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社会的发展，总在变革中螺旋上
升，在矛盾运动中前进。

与40年前相比，现在少了温饱
与短缺的难题，但多了利益和观念的
多元，也多了改革深水区的“阵痛”、
转型期的“多难”。

社会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无终
点。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人才体
制、财税金融体制、收入分配制度、国
有企业……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
史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
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

行动是最有力的答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158项改

革举措，直探“深水区最深处”“最难
啃硬骨头”，全面深化改革声势一浪
高过一浪，风生水起、蹄疾步稳。

谱写新成就，续写新奇迹，要在
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认识时代主题，回答时代课题，
才能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顺势而为。

站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贸易保
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
义等逆流涌动。中国将走向何方？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
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广东之行强调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
深入，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宣布一系列扩大开放重大举措……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
场合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释放出新
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强烈信号。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中国问题专
家皮埃尔·皮卡尔评价说，没有任何困
难会打乱中国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
步伐，中国坚持改革的勇气令人动容。

在墨西哥首任华裔驻华大使李
子文看来，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推动
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将为更多国家带
来发展红利。“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力不断增强，中国现在是主角，未来
也是。” 据新华社电

从改革开放40年看中国奇迹
在40年的时间轴上洞察一场深刻的变革别有深意。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征程的序幕。
40年风雨砥砺，40年昂首奋进，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在人类发展史上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

壮丽史诗。
“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中国一定会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这是中华民族面

向未来续写中国奇迹的有力宣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