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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
作出重要指示表示，黄文秀同志不
幸遇难，令人痛惜，向她的家人表示
亲切慰问。他强调，黄文秀同志研
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
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
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

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
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广大党员干
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
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
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
出新的更大贡献。

黄文秀同志生前是广西壮族
自 治 区 百 色 市 委 宣 传 部 干 部 。
2016年她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

毕业后，回到家乡百色工作。2018
年 3月，黄文秀同志积极响应组织
号召，到乐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埋头苦干，带领 88 户 418
名贫困群众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
下降 20%以上。2019年 6月 17日
凌晨，她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
遇山洪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30岁
的宝贵生命。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 1日发布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系列报告之一。报告指出，70 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迎难而
上，开拓进取，奋力前行，从封闭落
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
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
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
上的伟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

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报告显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增长。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
国内生产总值比 1952 年增长 175
倍，年均增长8.1%。2018年我国人
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
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报告指出，财政实力由弱变
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1951年至
2018 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12.5%，其中 1979年至 2018年年均
增长13.6%，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
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
障。2018 年末，外汇储备余额为
30727亿美元，连续 13年稳居世界
第一。

此外，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
高。报告显示，2018年末，我国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9.6%，比 1978
年末上升 41.7个百分点。2018年
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3.4%，
比 2012 年 末 提 高 8 个 百 分 点 。
1949年至 2018年，城市数量由 132
个发展到672个。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三次

产业发展趋于均衡，经济发展的全
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
强。

报告显示，农业生产条件持续
改善，综合生产能力快速提升。我
国粮食总产量由 1949 年的 11318
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吨。

根据报告，目前，我国已成为
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
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
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
年起稳居世界首位。2018年，我国
原煤产量为36.8亿吨，比1949年增
长114倍；钢材产量11.1亿吨，增长
8503倍；水泥产量 22.1亿吨，增长
3344倍。

报告还显示，我国服务业蓬勃
发展。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到 469575 亿元，比 1978 年实际增
长51倍，年均增长10.4%。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实现重
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基础
设施加快建设，为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报告指出，我国交通运输发展
成就斐然。2018年末，我国铁路营
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比1949年
末增长5倍，其中高速铁路达到2.9
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 60%以
上；公路里程 485 万公里，增长 59
倍；定期航班航线里程838万公里，
比1950年末增长734倍。

报告显示，我国能源供给能力
大幅提升。2018年末，全国发电装
机容量 19亿千瓦，比 1978年末增
长32.3倍。

科学、教育、社会事业欣欣向荣
报告显示，我国科技实力显著

增强，重大成果不断涌现。2018
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
出 19657亿元，比 1995年增长 55.4
倍；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8%，
比1995年提高1.61个百分点，超过
欧盟 15国平均水平。我国自 2013
年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
入国，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
请量分别连续 6年和 8年居世界首
位。

报告指出，教育普及程度大幅
提高，总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
列。2018年，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
2831万人，比1978年增长32倍；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82年的5.3年提高到9.6年。

报告还显示，我国医疗卫生长
足进步，国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
居民预期寿命由建国初的 35岁提
高到 2018年的 77岁，婴儿死亡率
由建国初的 200‰下降到 2018 年
的 6.1‰，居民健康水平总体上优
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人民

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实现总体小康，
正在迈向全面小康。

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
逐步改善。报告显示，2018年末，
我国就业人员增加到 77586万人，
其中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分
别为 27.6%和 46.3%，比 1952 年末
分别提高20.2和37.2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消费水平
不断提高。根据报告，2018年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28元，
比 1978年实际增长 24.3倍。2018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9853
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9.2倍。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19年铁路暑运1日正式开启，8
月31日结束，共计62天。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
客7.2亿人次，同比增加5384万人次，增长8.1%，日均发送
旅客1161万人次。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充分挖掘运输潜力，增加运力供给，
努力满足暑期学生、探亲、旅游等客流的出行需要。7月
1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暨暑期运
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4477对，其中
直通列车1669对，动车组列车3310对，另安排动车组高峰
线列车460.5对，根据客流需要启动。

与此同时，一批新造复兴号动车组将投入使用，更多旅客
将享受到复兴号的优质服务；北京、上海、哈尔滨、沈阳、长春、
大连、武汉、济南、青岛、杭州、南昌、厦门、南宁、南阳14个城市
69对旅客列车的始发、终到、经停车站将得到优化调整，沿线
群众出行更加便利；包括雄安新区白洋淀站在内的58个内地
高铁车站将安排高铁列车直通香港；北京至青岛、北海，南宁
至广州、昆明，上海至漯河，兰新高铁哈密至乌鲁木齐等区段
运行时间大幅压缩；杭深线、宁蓉线分别增开动车组列车14对
和10对，大幅提升东南沿海和进出川渝的客运能力。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 孙韶华）《经济参考报》7
月 1日刊发题为《车购税新政本月起实施》的报道。文章
称，车购税新政将从7月1日起开始实施。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继续执行的车辆购置税优惠政
策的公告》，明确车购税优惠政策。

根据公告，优惠政策包括回国服务的在外留学人员用
现汇购买1辆个人自用国产小汽车和长期来华定居专家进
口1辆自用小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防汛部门和森林消防
部门用于指挥、检查、调度、报汛（警）、联络的由指定厂家生
产的设有固定装置的指定型号的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

自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对购置新能
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自 2018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6
月30日，对购置挂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等。

此外，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的流
动医疗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组织委员会新购置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原公安现役
部队和原武警黄金、森林、水电部队改制后换发地方机动
车牌证的车辆（公安消防、武警森林部队执行灭火救援任
务的车辆除外），一次性免征车辆购置税。

习近平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统计报告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伟大飞跃

车购税新政7月1日起实施

两部门明确优惠政策继续执行

2019年铁路暑运开启

预计发送旅客破7亿人次

7月1日，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三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
达沃斯论坛）7月1日至3日在辽宁大连举行。会场上手
术机器人、5G智能沙箱、生物识别技术等科技感十足的展
示项目吸引了众多与会者参观体验。图为参会嘉宾用手
术机器人体验手术模拟操作。 新华社记者杨青 摄

夏季达沃斯上感受科技夏季达沃斯上感受科技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为配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更好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对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图书的阅读需求，人民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学习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 11家出版
单位出版的 30种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图
书，7月 1日在学习强国、新华书
店网上商城、易阅通、咪咕、掌
阅等14家网络传播平台上线。

30种重点数字图书包括习近
平总书记著作、讲话单行本，以
及权威部门等编写的论述摘编、
学习读本、思想研究、用语解
读、描写习近平总书记工作生活
经历的作品，涵盖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党建、外交等领
域。14 家网络传播平台设置了

“新时代 新经典——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
点数字图书专栏”，人民网等 7家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设置了专栏链

接，着力通过互联网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入人心、落地生根，帮助广大干
部群众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
想政治受洗礼。

去年 9 月有关部门组织集中
上线第一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数字图
书以来，读者访问量、点击量、
下载量不断攀升，利用互联网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成为阅读新风尚。

新一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重点数字图书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