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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堅信中國經濟升級
會見從都國際論壇外賓 介紹新一輪開放舉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昨日在北京人

民 大 會 堂 會 見 出 席

「2018從都國際論壇」

外方嘉賓。習近平着重

介紹了中國40年改革開

放成就和新一輪高水平

對外開放重要舉措，深

入 闡 述 中 國 同 世 界 關

係，並聽取外方嘉賓代

表發言。他強調，我們

對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

基本面有堅定信心，對

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

長、邁向中高端水平有

堅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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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為隆重慶祝改革開放 40周
年，全方位展示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
偉大歷程，由中央宣傳部、中央改革
辦等部門聯合拍攝的8集大型政論專
題片《必由之路》，11日起在央視綜
合頻道20點檔播出。
該專題片第一集《歷史之約》以近

代中國為起點，展現中國人民在一次
次摸索中，從命運谷底奮力崛起。在
中國共產黨帶領下，一路披荊斬棘，
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
歷史性飛躍，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
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
建設。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
30%。
第一集從剛剛通車的港珠澳大橋
說開去，回溯到1840年這片伶仃洋

上英國的堅船利炮，揭開近代中國
曾飽受侵略的歷史。這同樣是一部
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歷史。1942
年，中國共產黨凝聚全民族力量堅
決抗戰，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成為中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
的中流砥柱。1949 年，新中國誕
生。
新中國成立後，僅用三年，工農業

生產就超過歷史最高水平，恢復國民
經濟。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
全面編制，156個重點工程啟動，中
國開始探索現代工業強國之路。把五
年作為一個時間單元，對國家經濟和
社會發展進行提前規劃，也從此成為
中國管理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新中
國通過第一部憲法，確立人民民主和
社會主義的原則。作為中國基本政治
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根本上

規定了中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現代化
之路。
專題片並未迴避曾經犯下的錯

誤。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
運動」等問題上，專題片稱，這一
度脫離黨一向倡導的實事求是原
則，脫離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

平，違背了經濟和社會發展客觀規
律。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發生
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
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
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
的內亂。它讓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出現了嚴重的曲折。

歷史之約：艱辛探索 谷底崛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北京主持召開
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實施所得稅優
惠促進創業投資發展，加大對創業創
新支持力度。
為進一步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加
大對創業創新支持的部署，鼓勵發展
創業投資，用市場力量匯聚更多要
素，提升創業創新效能，促進擴大就
業和科技成果轉化、產業升級，會議
決定，在今年已在全國對創投企業投
向種子期、初創期科技型企業實行按
投資額70%抵扣應納稅所得額的優惠
政策基礎上，從明年1月1日起，對
依法備案的創投企業，可選擇按單一
投資基金核算，其個人合夥人從該基
金取得的股權轉讓和股息紅利所得，
按20%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或選擇

按創投企業年度所得整體核算，其個
人合夥人從企業所得，按5%至35%
超額纍進稅率計算個人所得稅。上述
政策實施期限暫定5年。使創投企業
個人合夥人稅負有所下降、只減不
增。

部署加快農業機械化
會議還部署加快推進農業機械化和

農機裝備產業升級，助力鄉村振興、
「三農」發展。
會議指出，按照實施鄉村振興戰

略部署，加快農業機械化和農機裝
備升級，是農業現代化和農民增收
的重要支撐，也有利於擴大國內市
場。要適應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
經營需要，尊重農民意願，發揮市
場機制作用和基層創造性，因地制

宜有序推進。

補助機播機收 推廣適用技術
會議指出，一是提升水稻、小麥、

玉米、馬鈴薯、油菜、棉花、甘蔗等
主要農作物機械化種採收水平。對開
展深耕深松、機播機收等按規定給予
補助。對購買國內外農機產品一視同
仁，鼓勵金融機構開展抵押貸款，鼓
勵地方給予貼息支持。引導有條件的
地方率先基本實現主要農作物生產全
程機械化。
二是推廣先進適用農機和技術。支

持精量播種、高效施肥、精準施藥、
節水灌溉和大馬力、高性能農機裝備
示範推廣，研發推廣適應小農生產、
丘陵山區的中小型農機裝備和機械化
技術。

提高裝備質量 促進智慧農業
三是聚焦弱項短板加快農機裝備創

新和產業轉型。鼓勵大型企業向成套
設備集成轉變。抓緊解決主要經濟作
物薄弱環節「無機可用」問題。提高
農機裝備質量。探索「企業+合作
社+基地」等研發生產新模式。
四是改善農機作業基礎條件。推動

農田地塊小併大、短併長、彎變直和
互聯互通，支持丘陵山區農田「宜機
化」改造。
五是積極發展農機社會化服務。培

育農機專業戶、合作社等，鼓勵農機
服務主體與家庭農場、種植大戶、農
業企業等建立機具共享的生產聯合
體。推進「互聯網+農機作業」，促
進智慧農業發展。

推所得稅優惠 促創業投資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昨日發表《改革開放40年中
國人權事業的發展進步》白皮書。
白皮書包括前言、牢固樹立尊重和保

障人權的治國理政原則、大幅提升生存
權發展權保障水平、有效實現各項人權
全面發展、顯著改善特定群體權利、全
面加強人權法治建設、努力推動各國人
權事業共同發展、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
理、成功走出符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
路、結束語等部分。
白皮書說，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周年。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
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人民進行的新的偉
大革命，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
招。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
生產力，成功地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道路，也揭開了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
新篇章。

形成以人民為中心理念
白皮書指出，40年來，中國總結歷史

經驗，汲取人類文明發展成果，堅持把
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本國實際相結合，
不斷創新人權發展理念，形成了以人民
為中心、以生存權發展權為首要的基本
人權、以全面加強人權法治建設為路
徑、以各項人權綜合協調發展為目標的
人權發展新理念。
白皮書同時指出，40年來，中國廣泛

開展人權領域交流合作，認真履行國際
人權義務，全面參與國際人權事務，積
極促進全球人權治理體系變革，致力於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推動世界人權
事業發展不斷作出新貢獻。
白皮書說，實現更加充分的人權保

障，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仍面臨許
多困難和挑戰。當前，在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人
民正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再
經過幾十年的不懈奮鬥，中國人民的各
項權利必將得到更好和更高水平的保
障，中國人民將更加享有尊嚴、自由和
幸福。

白
皮
書
：
改
革
開
放
寫
中
國
人
權
事
業
新
篇

■ 《 必 由
之路》 11
日 起 在 央
視 綜 合 頻
道 20 點檔
播出。
視頻截圖

■■習近平於會見外方嘉賓前習近平於會見外方嘉賓前，，與他們集體合影與他們集體合影。。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指出，今年「從都國際論壇」的舉辦正值中
國人民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改革開放這一

關鍵抉擇堪稱第二次革命。40年來，中國發展取得巨大
成就，人民生活得到極大改善，從短缺走向充裕、從貧
困走向小康。

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
習近平強調，中國的改革開放以人民為中心。新時代
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徵是，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

展、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升。要實現更平衡更充分的
發展，必須靠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在今年4月
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我宣佈了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
創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主動
擴大進口等一系列擴大開放的重大舉措。中國成功舉辦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我在開幕式上又宣佈了擴大
開放新的重要舉措。中國堅持走多邊主義道路，開放的
大門會越開越大。
習近平強調，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保持總體平穩、穩

中有進。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讓老百
姓都過上好日子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國經濟的重
要潛力所在。隨着收入水平提高，中國人民對高品質生
活的追求會帶來更多的消費需求。我們對中國經濟長期
向好的基本面有堅定信心，對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
長、邁向中高端水平有堅定信心。

堅持合作共贏才能走得遠
習近平指出，中國改革開放歷程是全方位的。中國是

國際秩序的積極維護者和貢獻者，這已得到國際社會的
認同。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

充分說明，只有堅持合作共贏，國家發展之路才能走得
通、走得遠。
習近平強調，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要為

國際社會搭建合作共贏新平台。這個倡議源自中國，屬
於世界，始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致力走出一條和
平、繁榮、開放、綠色、創新、文明之路，為各參與國
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中國的對外投資和產能與基礎設施
建設合作，帶動了有關國家工業化進程，促進了當地民
生改善和經濟社會發展。真誠希望各國加入「一帶一
路」夥伴網絡，讓「一帶一路」建設更好造福各國人
民。
習近平強調，中國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着眼點也是同各國實現合作共贏。我們提
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就是要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義、
合作共贏原則，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
的國與國交往新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建設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
世界。這符合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我
們共同作出不懈努力。
習近平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譜寫了輝煌的歷史篇

章，下一個 40年也必將有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成
就。各國只有同心協力、攜手前行，才能把世界人民
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為現實，人類才能擁有更加美好
的未來。

外賓贊同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拉脫維亞前總統弗賴貝加等外方嘉賓先後發言，祝賀

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他們表示，中國改革開放成果
豐碩，為中國帶來翻天覆地變化，也對世界產生重大積
極影響。我們認同中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讚賞中國
在國際上的積極作用，贊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
主張。當前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化，各國相互聯繫日益緊
密。我們主張在增進互信與互利共贏基礎上發展國家間
關係，維護世界和平，推動共同增長，反對單邊主義、
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為許多
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國際社會普遍從中國的發展
中受益，期待中國在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維護多邊貿
易體系等國際事務中繼續發揮領導作用。我們尤其高度
評價中國致力於幫助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提高自主發展能
力，實現共同發展。

■習近平會見出席「2018從都國際論壇」的外方嘉
賓。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