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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韩洁 齐中熙 陈炜伟 于
佳欣

这是全球瞩目的发展“奇迹”——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尽管

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
过去五年年均经济增速超过 7%，对世
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 30%，成
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
器。

这是展现活力与韧性的“中国力
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推进，经
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生态环境状况
明显好转，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
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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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器：中国经济实力再上
新台阶

回首5年前，中国经济面临三期叠
加、产能过剩等一系列矛盾交织，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失
速”“硬着陆”等悲观预测层出不穷。

12月 13日，亚洲开发银行发布最
新报告，再次上调对今年中国经济增
速的预期，将 9月份预测的 6.7%调高
至 6.8%。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
在年内四度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国际机构空前一致的良好预期，
源自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

2016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
一改近年逐级下探态势，经济增速企
稳回升。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
长 6.8%，增速连续 9 个季度保持在
6.7%至6.9%的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以坚强的
政治勇气和战略定力，统领全国上下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中国经济巨轮穿过迷雾、波浪前行。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

理念清晰、方法正确，就能克服困
难、化危为机。

五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超过
7%，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
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经济韧性
增强。

“2013 年 到 2016 年 ，中 国 实 现
7.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2%的通胀
率、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这种较高增
速、较多就业、较低物价搭配的运行格
局难能可贵，在世界范围内一枝独
秀。”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

五年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稳中
有进，消费潜力有序释放。城镇化率
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8000多万农业
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区域发展协
调性更强，城乡差距继续缩小。“一带
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成效显著。

五年来，中国经济国际影响力更

加显著。2016年，中国GDP折合 11.2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14.8%，
比 2012年提高 3.4个百分点。中国对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的 平 均 贡 献 率 超 过
30%，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经济增
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

“中国越发展，为世界带来的机遇
和作出的贡献就越大。”不久前美国

《时代》杂志亚洲版的封面文章说，中
国的发展进步就是世界的发展进步，
中国赢了，就是世界赢了。

动力源：历史性变革激发中
国经济强大活力

当不少企业在去产能战役中艰难
前行时，位于“世界钢铁第一大省”河
北的河钢集团却将此作为提高竞争力
的契机。

“与其被动应战，不如主动出击。”
河钢集团董事长于勇说。2017年上半
年，河钢集团铁、钢产量分别降低
5.02%、0.75%，销售收入和利润却同比
增长 6.83%和 74.07%，增降之间尽显
发展活力。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
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我国经济运
行质量效益明显好转——

超过 1亿吨粗钢产能和 4亿吨煤
炭产能退出市场；商品房待售面积持
续下降，房价快速上涨势头得以遏制；
企业杠杆率稳中趋降；为企业累计减
税降费 2万亿元；补短板持续发力；实
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
开启了结构调整的大门，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已成为改革共识。”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利普顿这样评价。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一判断表明，一方面我国不再
像过去那样盲目追求速度，另一方面
历经几年艰苦的调整，我国经济结构
正出现重大变革。

五年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之
变，为中国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消费贡献更加突出。今年前
三季度，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达 64.5%，比上年同期提高
2.8个百分点，高出资本形成的贡献率
31.7个百分点。告别投资依赖，消费对
经济拉动作用更加凸显。

——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2013年至
2016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1.3%，新动能不断加强，新产业、新业
态和新商业模式蓬勃发展。

——全面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从
以出口为导向到进口和出口更加平
衡，“一带一路”建设拓宽中国发展空
间的同时，也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

……
“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

变化，归根到底靠的是坚守新发展理
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
革的方式推动结构性调整，增长潜力
不断释放。”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
长高培勇说。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改革涉深水、闯
险滩、啃硬骨头，改革呈现全面发力、
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崭新局面，改革
红利不断释放，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
动中国经济巨轮行稳致远。

落脚点：人民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增强

“丹山赤水神仙宅，布袜青鞋作胜
游。”浙江余姚的四明山腹地的柿林村
因曲径通幽素有“桃花源”的美誉，如
今，昔日的穷乡僻壤如今已是闻名遐
迩的旅游景区。

“这几年村里搞旅游，特别是自从
通了动力电后，村里民宿遍地开花，村
民的人均纯收入去年超过了 5万元。”
余姚市柿林村党支部书记沈炳荣告诉
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国家顶
层设计，还是百姓身边“小事”，无不诠
释出人民至上的执政情怀。从人民群
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
意的事情做起，一系列惠民举措密集
出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
增强。

这是“获得感”不断增强的 5 年
——

——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
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以上；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
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
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
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
平大幅提高……

这是“幸福感”持续累积的 5 年
——

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过
去五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
大前所未有，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
转。截至今年底，我国历时两年时间
实现了中央环保督察 31个省（区、市）
全覆盖，直接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突
出环境问题。

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实行畜禽养
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提高养老院
服务质量、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和抑制
房地产泡沫、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件件民生“小事”拉近了中南海与百
姓的距离。

“以就医为例，这几年通过分级
诊 疗 等 举 措 ， 老 百 姓 看 病 更 加 便
捷。”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名誉主任
贾立群对此感受真切，百姓身边的点
滴变化，印证了我们党顺应民生期盼
的努力。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
事，毫末必去。人民关心的现实的利
益问题，就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
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
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
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九大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全面部署，一幅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我国经济创全球瞩目“奇迹”

新华社上海12月17日电（记者 贾远琨）12
月17日，第二架C919大型客机在上海浦东国际
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这意味着C919大型客机将
逐步拉开全面试验试飞的新征程。

10时 34分，由机长吴鑫、试飞员徐远征驾
驶的C919飞机搭载观察员邹礼学和试飞工程
师戴维、刘立苏，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
起飞，共飞行两个小时，完成预定试飞科目后于
12时34分安全返航着陆。

本次飞行初步检查了飞机起飞、着陆性能
与各主要系统、设备的工作情况。飞行过程中
检查了飞机襟翼收放、起落架系统、导航通信系
统状态以及加减速特性等。

这是继首架C919飞机今年11月10日转场
陕西阎良以来，C919大型客机项目的又一重要
节点。

根据项目计划，C919飞机研制批共将投入
6架试飞飞机进行试验试飞，2架飞机进行地面
试验；6架试飞飞机需要完成 1000多项符合性
验证试验，2架地面试验飞机需要进行全机静力
试验和疲劳试验等。

未来几年，中国商飞公司将联合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等，以山东东营与陕西阎良两大试飞
基地为主战场，在全国多地机场展开密集试飞。

这是我国首次对 150座级的干线飞机进行
适航验证，C919大型客机将面临我国航空工业
领域等级最高的试飞验证考验，项目研制也将
进入多机试飞、多地试飞、多团队参与试飞的状
态，需要攻克安全、技术、团结协作以及人员数
量、时间周期等一系列挑战。

新华社南宁12月17日电（记者 夏军）记者
从广西河池市公安机关了解到，日前该市公安
机关侦破系列虚开发票案件，打掉虚开发票团
伙 1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51人，涉案金额超过
260亿元，涉及企业1.6万多家。

今年 6月，河池市宜州区国家税务局进行
税务稽查发现，广西宾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等
11户纳税人有涉嫌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行为。
警方调查发现，今年4月至7月，当地共有22家
公司涉嫌虚开发票1740份，价税合计金额1.544
亿元。警方立即对该案立案侦查。

警方侦查发现，这 22家公司的法人并不是
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实际控制人成立“空壳公
司”套取增值税发票后，大额度、大批量对外虚
开，在申报纳税期限到期前再“丢弃”原“空壳公
司”，同步注册新公司，然后又疯狂对外虚开增
值税发票，严重扰乱了正常市场经济秩序，造成
国家税款巨大流失。

自治区、市、县三级公安机关抽调 300名精
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专案侦查，最终掌
握了所有虚开发票犯罪团伙的犯罪证据，并统
一行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警方审讯查明，今年以来，犯罪嫌疑人詹
某、邱某、刘某等人，在广西河池、南宁、柳州、梧
州、钦州、来宾、崇左等市，利用他人身份证或者
委托中介机构注册登记“空壳公司”3126家，在
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收取0.5至1.5%

“开票费”价格，为他人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和
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中谋取暴利。

第二架国产大飞机

C919首飞成功

广西破获系列虚开发票案件

涉案金额超26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