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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在这金风送爽、硕果累累的季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即将召开。从今天起，本报开设“十九大时光”专栏，聚焦十九大召
开的历史性时刻，展现国际社会、华侨华人对中共十九大的热切关注，
传递全国各族人民对十九大的殷切期盼。敬请关注。

本届香港特区政府首份施政报告
于10月11日公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表示“如释重负”，香港市民心里也豁
亮了起来。4.9 万余字、251 项新举
措、469项持续推进的工作，承载着期
望与承诺，凸显着决心与担当，新一
届特区政府正努力用一次新的开始，
为香港擘画一个新的未来。

诚意满满、干货十足，从林郑月
娥在立法会上发表的施政报告中，人
们感知到它的热量与分量。良好管治
从“心”开始、多元经济齐头并进、
改善民生无微不至、与青年同行有章
有法，政府新角色、理财新哲学从理
念化为举措，由现实指向未来，一份
兼具方向与方法、透射近景与远景，
指出问题又给出答案的施政报告，让
人听出了“有心”、看到了“有力”，
怎会不因其务实而感到踏实，不因其
用心而感到贴心？

人们可以感受它的温度。施政报
告坚持以人为本，殷切关注民生，大
到着力解决住房难问题，梯次应对人
们的置业诉求，推出“港人首置上车
盘”计划，小到关照人们生活起居，
给学校提供“空调设备补贴”、为市民
发放公共交通费用补贴、延长男士法

定待产假日。让人们重燃置业希望、
舒缓生活忧苦，报告里有赤忱的为民
情怀。

人们可以体会它的决心。“志不求
易，事不避难”，施政报告直面香港社
会经济民生方面老大难问题，没有躲
闪回避，而是积极应对。经济发展有
瓶颈，就从发展创新科技、创意产业
等新兴产业来实现突破；土地供应跟
不上，就整合各方资源；中小企业生
存困难，就把税率降得更低。迎难而
上、不惧挑战，报告里有强烈的担当
意识。

人们可以发现它的创新。施政报
告提出，香港经济增长可以更快，人
口老龄化不是负担，上万亿的财政储
备可以用得更好，与青年同行的承诺
绝不是嘴上说说——成立“创新及科
技督导委员会”“人力资源规划委员
会”“青年发展委员会”……一个理念
跟着一项举措，一项举措跟着一个机
制，关注了热点，给出了亮点，报告
里有浓厚的创新精神。

好的施政报告，需要切实执行。
发表施政报告，是新一届特区政府成
立 100 天后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发
给自己未来一年乃至五年的一份问

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的讲话中指出，

“满足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继
续推动香港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归根
到底是要坚守方向、踩实步伐，全面
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特区政府将担负起习近平的殷殷重
托，在未来 5 年把香港建设得更好，
把这份试卷捧在手里、记在心上，与
香港市民同心勠力，努力答好。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
清”。新一届特区政府成立以来，已经
展现出新风采、新气象，向好的势头
在巩固，前行的步履更坚实。拨去香
港社会表面或有的嘈杂与浮云，聚心
会神搞建设，握紧发展这把“金钥
匙”，香港的明天会更美好，“一国两
制”的事业将更壮阔。

（作者为本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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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香港收获更美好的五年
■ 张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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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11日电（记
者姚奕、程宏毅） 中共十九大
即将召开之际，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网站

（http：//19th.cpcnews.cn）及微信
公众号（微信号：cpcnews19th）于
11日零时正式开通。十九大新闻
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由人民
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承办，这是
人民网成功承办十七大新闻中心
网站、十八大新闻中心网站后，连
续第三次承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新闻中心网站。
十九大新闻中心网站包括中

文、英文版本，支持电脑端及手
机端适配，将及时发布大会动态
新闻，新闻中心采访公告通知等
重要信息，对新闻发布会、记者
招待会进行直播报道，并为境外
记者提供采访申请系统等服务。
官方微信公众号是此次新闻中心
新增的服务内容，中外记者还可
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咨询、了解新
闻中心各项服务内容和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记者崔静、刘羊旸） 10 月 11
日，设在北京梅地亚宾馆的十九
大新闻中心正式开始对外接待服
务，为境内外记者采访十九大提
供服务保障。

十九大新闻中心驻地设置了
新闻发布厅、个别采访室、融媒
体访谈室、广播电视信号服务

室、网络服务室、图片服务室、
医疗服务室等功能区，为记者提
供新闻采访、资料查询、电视公
共信号等方面的服务和保障。新
闻中心将组织一系列新闻发布
会、记者招待会、集体采访、专
题新闻发布会，以及组织外国记
者和港澳台记者在北京及周边城
市参观采访活动等。

十九大新闻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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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11日电（陆培法、李云鹏） 正
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68届国际执行
理事会，于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的全体会议上
公布了 2017 年度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单，中国
申报的宁夏引黄古灌区、陕西汉中三堰和福建黄
鞠灌溉工程3个项目全部入选。

宁夏引黄古灌区是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
大的灌区之一，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自秦
汉以来，以无坝引水为主的灌渠体系不断发展完
善，灌区范围逐步扩大，目前灌溉面积828万亩。

汉中三堰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包括五门堰、杨
填堰、山河堰，是汉中盆地灌溉农业发展史上的代

表性工程。汉中三堰始
建于汉代，分别从褒河、
湑水河引水，共同灌溉
汉中盆地的核心区域。

黄鞠灌溉工程位于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霍

童镇，是中国东南地区代表性的乡村宗族灌溉工
程，至迟在 12世纪已形成相对完备的引水灌溉工
程体系。黄鞠灌溉工程干渠总长约 10公里，目前
灌溉面积两万余亩。

国际灌排委员会成立于 1950 年，是以国际间
灌溉、排水及防洪前沿科技交流及应用推广为宗
旨的专业类国际组织，目前有约 100 个会员国。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由国际灌排委员会为保护、
挖掘和推广具有历史价值的可持续灌溉工程及其
科学经验而设立。前三批共有 45 个项目入选，其
中包括中国的 10 个项目。今年是第四批，共有来
自 5 个国家的 13 个项目入选。

本报上海10月11日电 （记者
王俊岭） 经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
中国石墨烯改性纤维及应用开发产
业发展联盟11日在上海成立。该联
盟由圣泉集团发起成立，成员单位
包括国家体育总局智慧体育创新中
心、东华大学、北京服装学院、华
润锦纶等80余家机构。

据该联盟理事长唐一林介绍，
联盟未来将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实
现资源整合，积极推动石墨烯改性
纤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和标准体系
建设，引导石墨烯纤维产业规范有
序、快速健康发展。联盟成立会
上，圣泉集团研制的石墨烯改性导
电纤维新品同步发布。

宁夏引黄古灌区 陕西汉中三堰 福建黄鞠灌溉工程

中国3项目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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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抵达刚果
（布） 黑角港，开始对刚果 （布） 进行首次友好访问。图
为人们在欢迎和平方舟到访。 江 山摄 （新华社发）

和平方舟首访刚果和平方舟首访刚果（（布布））

上图：十九大新闻中心正式开始对外接待服务。
右图：工作人员在给外国媒体工作人员发放证件。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再过几天，中共十九大即将召
开。按此前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
将向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建议，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
十九大。

这是 2017 年中国最为重要的
日子，中国正在以全新面貌迎接这
次盛会。

当今世界，风起云涌，中国这
个东方古国以其定力、实力与魄
力，展现出别样风采，重塑着大国
荣光。

正如一首词所说：“踏遍青山
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经济前景光明

10 月 10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IMF） 在最新发布的 《世界经
济展望》 中，上调了 2017 年全球
GDP 增速预期，其中，中国 2017
年 GDP 增速预期被上调至 6.8%，
此前预期为 6.7%。这是 IMF 今年
第四次上调中国增长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IMF对许多经
济体的经济增长并不乐观。该组织
认为，全球经济复苏可能不会持
久，因为不是所有国家都出现经济
复苏，比如一些欧元区国家，中期
经济前景依然令人失望。

对中国经济有好感的IMF，能
在世界上找到许多共鸣。世界银
行、亚洲开发银行、花旗银行、东
盟与中日韩 （10+3） 宏观经济研
究室等国际机构，都在近期上调了
对 2017 年中国经济的增速预期。

《经济学人》、《金融时报》 等诸多
外媒，也对中国经济不断创新和飞
速发展的现状纷纷点赞。

“中国的经营环境正在不断优
化，体现出吸引更多外商投资的决
心，我们对中国市场非常看好。”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通用电气公司

（GE） 全球高级副总裁段小缨表
示。通用电气能够仅用两三年时
间，就将中国总部、中国研发总
部、全球运营亚太中心和上海数字
创新坊建在了上海一个超过 10 万
平方米的园区内，正得益于中国不

断改善的投资环境。
选择中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

投资的一个优先选项。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更高

“中国有多安全？”前不久，这
个问题在国外问答网站火了起来。
来自瑞典、巴西、美国等多国的网
友纷纷回答：在北京深夜独自外
出 、 在 深 圳 凌 晨 遛 弯 无 需 担
心 ； 治 安 管 理 细 ， 控 枪 有 力
度，拥有和谐的人文环境……答案
形形色色，却又高度一致。

刚刚过去的中国国庆黄金周，
共接待国内游客7.05亿人次，未发
生重大旅游安全事故。这在全世界
都难以想象。

在中国，安居乐业的含义不断
深化。过去5年间，中国人民的获
得感与幸福感显著提升。连续 5
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
值 4%以上，上学更舒心了；城镇
新 增 就 业 人 数 年 均 超 过 1300 万
人，找工作更容易了；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跑赢 GDP，钱
袋子更鼓了；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
的社会保障制度建成，安全感更高
了；全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保网
织就，个人卫生支出占比降至 20
年来最低，看病更省钱了；居民人
均住房建筑面积达40.8平方米，住
房条件更好了；全国地表水水质优
良比例达70%，环境更好了；全国
文化事业费年平均增速超过 10%，
文化生活更丰富了……

伟大复兴步履坚实

上天，入地，探索浩渺太空，
架起如虹长桥，高速列车提速……
中共十九大临近之际，中国的一系
列重大创新成果，竞相闯入人们的
视野。

具 体 来 说 ， 是 国 产 大 飞 机
C919 一飞冲天，是世界最大单口
径射电望远镜——500 米口径球面
射电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是“复兴
号”列车以350公里时速开始往返

于京沪之间，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
通，是“神威·太湖之光”在最新
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中
实现三连冠……多项科技成就，走
在世界前列。

这是几代人“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道路上一页又一页闪亮的篇章。

不久前，中国海军第 26 批护
航编队对英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
访问时，编队指挥员王仲才少将代
表护航编队接受了一份特殊礼物

——一百多年前北洋水师向英国购
买巡洋舰的老照片。对历史稍有了
解者自然知道，这简单的对比背
后，是一个民族从屈辱走向荣耀的
巨变。

10 月 11 日，中共十九大新闻
中心正式启用。据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已有 1800 名境外记者报名采
访十九大，比十八大时增加了近百
名。他们将与数量更多的国内记者
一道，见证盛会，记录历史，传递
中国砥砺前行的足音。让我们一起
迎接、共度这个举世瞩目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