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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贵阳1月 3日电 （记
者李凡） 横跨我国云贵高原乌蒙山
脉、贵州海拔最高高速公路——六

（盘水） 威 （宁） 高速公路3日正式
通车，由此打通了一条由贵州西北
角通往云南的快捷通道，也将在云
贵川三省间连通一条贸易经济合作
的便利通道。

据了解，六威高速公路全线总长
190公里，主线起自贵州省六盘水市

老鹰山镇，止于威宁县中水镇，与云
南省昭通市相连，是都（匀）香（格里
拉）高速公路的重要路段。六威高速
全线共有桥梁 157 座、隧道 32 座，桥
隧比为44.8%，其中特大桥4座，特长
隧道5座，总投资约253亿元。

六威高速通车以后，从六盘水到
威宁车程将从原来2个多小时缩短为
1小时，从六盘水到昭通的车程将由
原来5个多小时缩短为2小时左右。

贵州海拔最高高速公路通车

本报北京1月 3日电 （记者潘
跃） 记者 3 日从 2019 年全国民政工
作视频会议上获悉，截至 2018 年 9
月，全国城乡低保标准同比增长
7.6% 、 12.9% ， 低 保 对 象 4620 万
人，全国供养城乡特困人员 483 万
人。此外，民政部、财政部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
作的意见》，优化和规范审核审批程
序及救助标准，各级财政支出同比
增长30%，救助565.8万人次，平均

救助水平同比增长9.7%。
在养老方面，各省均已建立高龄

津贴制度，30 个省份建立服务补贴
制度，29个省份建立护理补贴制度，
20个省份建立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
制度。截至 2018 年 9 月，享受高龄津
贴、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的老年人分
别达到 2680 万、354 万和 61 万人。深
入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
动，截至2018年9月全国养老服务机
构2.93万个左右，床位732.54万张。

中国有低保对象4620万人

新华社北京1月 3日电 （记者
罗争光）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 3 日在
2019年全国民政工作视频会议上介
绍，全国社会组织登记的数量超过
80万家。

黄树贤表示，过去一年，我国
社会组织管理、社会工作和志愿服
务有序发展，全国和省级社会组织
基本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两

个全覆盖”。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来，民政部

门牵头开展的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
织专项行动，查处非法社会组织5845
个，曝光涉嫌非法社会组织300多个。

与此同时，全国标识志愿服务
组织1.2万个，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
统注册志愿者超过 1 亿人，记录志
愿服务时间超过12亿小时。

中国社会组织超过80万家

本报北京1月 3日电 （记者严
冰） 在 2 日召开的中国铁路总公司
工作会议上，铁路总公司提出了
2019年铁路主要工作目标：在铁路
安全方面，不发生重大及以上责任
事故，不发生客车较大及以上责任
行车事故；在铁路运输方面，国家
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35.35亿人、同
比 增 长 7%， 货 物 发 送 量 33.68 亿
吨、同比增长 6.6%；在铁路投资方
面，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强

度规模，优质高效完成国家下达的
任务目标，确保投产新线 6800 公
里，其中高铁3200公里。

据悉，40年来，铁路营业里程
由 5.2 万公里增长到 13.1 万公里以
上、增长 154.4%，复线率由 14.8%
增长到 58.3%，电气化率由 2.0%增
长 到 70.3% 。 在 祖 国 广 袤 的 大 地
上，铁路密布，高铁飞驰，香港进
入全国高铁网，形成了世界上最现
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

今年高铁投产新线3200公里今年高铁投产新线3200公里

有下行压力，但长远依然向好

稳预期，先要正确把握中国经济运行的
趋势。

当前中国经济有一定的下行压力，但仍保
持在合理区间。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
介绍，了解宏观经济状况，通常要看经济增
长、就业和物价的情况。2018年前三季度GDP
同比增长6.7%，经济增长总体平稳。1-11月城
镇新增就业人数 1293 万人，同比增加 13 万人，
就业形势平稳。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
涨2.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3.3%，供需
基本平衡，物价形势平稳。

不仅经济运行的形态平稳，经济走势也有
不少新亮点。最突出的是新动能、新产业、新
业态发展势头良好。市场主体大量增加，2018
年1-11月份，新登记企业数量日均达到1.81万
户。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新产业保持较快
增长。网上销售额占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比重持续提高。同时，产业结构、投资结构
不断优化。与上年同期相比，2018年第三产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1.8个百分点。2018年
全年，民间投资始终保持在8%以上的较快增长
速度。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表示，
“当前一些结构性矛盾有待解决，但是从长远来
看，中国经济总体形势还是向好的。稳预期，
就是要对经济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对我们的制
度和道路有自信，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政策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

中国企业金融研究院院长巩宇航表示，稳
预期的重点在于“提振市场信心”，而企业作为
市场主体，更是稳预期的重点对象。稳预期的
首要一点，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19年实行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基调已持续
9年，也符合当前市场的期待。

积极的财政政策，强调要加力提效，实施
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规模。白景明表示，“回顾 2018 年，
减税规模历年最大，达到了 1.3万亿元。”据统
计，2018年前三季度，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小
微 企 业 共 享 受 减 税 143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1.3%。“2019 年明确要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
费，有助于企业轻装上阵，让企业鼓足信心。”
白景明说。

稳健的货币政策，明确要松紧适度，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
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巩宇航表示，“当前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是难点，稳定市场预期，这方面务
必取得突破，一是打通小微企业资本市场直接
融资渠道，二是针对民营企业资本结构缺陷解
决好铺底流动资金缺口问题，三是推动业务创
新，为应收账款创造全流通条件，有效化解

‘三角债’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问
题，明确了方向，让企业更踏实。”

回应关切，不让杂音扰预期

保持预期稳定，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期间，网络

上流传着“2019年不减税不降费”的说法。12
月 21 日，金融委办公室在央行官网发布声明，

“我们注意到网上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不
减税不降费等传闻，这与事实相反”。第一时间
的明确回应，对稳定市场预期起到了积极作用。

面临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需让市场主体
准确客观理解各项政策的背景、目的、内容、
对象，同时要求相关机构客观准确地传达国家
政策。2018年末，国家网信办发布 《金融信息
服务管理规定》，明确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
散布虚假金融信息、歪曲国家财政货币政策、
金融管理政策等内容。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
防范杂音扰乱市场预期的一个具体举措。

巩宇航表示，稳定市场预期的另一个方面
是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要明确改革
方向，落实承诺，给市场释放积极信号。同时
要实话实说，把困难问题如实向社会披露，动
员社会共同面对危机，渡过难关。此次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对资本市场明确要“引导更多中长
期资金进入，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
注册制尽快落地”，避免市场猜来猜去；对民营
经济在明确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强调“保护民营企业
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打消了一些民营企业
家的疑虑，给出了“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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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经济怎么干⑨2019，中国经济怎么干⑨

回应关切稳预期
本报记者 徐佩玉

1月3日，安徽省合肥市少儿艺术学校举办“七彩校园、梦想童年”第
三届社团嘉年华展示活动，学生们带来戏曲、诵读、器乐和武术等才艺和
技能，展示学校在人文、艺术、体育和科技等方面的素质教育活动成果。
图为学生们正在展示个人才艺和技能。 熊 伟摄 （人民视觉）

1月3日，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嘉陵镇稻坪村举行年度股民分红大会，79户入股农民现场领取了共计46万多元的个人与集体分红。据悉，2018年以
来，贫困村稻坪村成立徽县青泥岭树蜜稻坪农民专业合作社，将村里79户农民整合到股份制合作社，发展养蜂产业，带动农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图
为稻坪村村民尹勇 （左） 在领取分红。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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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嘉年华 学生展才艺

位于济南老城区的芙蓉街有 400 年的历史，是济南的一张旅游“名
片”。近日，历经近两个月的封闭改造，焕然一新的芙蓉街重新对游客开
放。芙蓉街改造工程重点对地下的管网、管线进行重新铺设，还对新泉、
古水道、老石板路面进行保护。图为1月3日，游客在济南芙蓉街游玩。

新华社记者 王 凯摄

芙蓉街焕发新活力

（上接第一版） 再次，对台湾当局而言，讲话又重
申了中国大陆政府的坚定态度，释放了明确清晰
的信号。

“坚定自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听完习近平
主席的讲话，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院长吴滨江
和本报记者分享了自己的直观感受。他表示，70
年的分离，让两岸同胞备受煎熬，盼望统一的呼
声越发浓烈。中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国必须统
一，也必然统一。

为两岸和平统一提供方案

“这是中国领导层自去年来首次提出系统的台
湾政策。”日本《朝日新闻》网站关注到，习近平
主席的讲话提出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
平统一基础”等建议。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说，习近平表示实
现和平统一仍是基本方针，但强调，针对外部势
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
动，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的选项。

吴滨江认为，两岸和平统一的有利条件已经
形成，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实现中国统一提供了具体方案。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报道，习近平建议中国大

陆和台湾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朝着统一
的方向努力，并承诺会保持台湾的政治制度不
变，实行“一国两制”方针。

作为一个生在台湾、长在台湾的海外华人，
英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郑荣昌表示，在坚持“九
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
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
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这是平等协商、
共建和平的姿态。具体可行的方案将带给台湾人
民实实在在的利好。

为两岸共同发展创造机遇

“两岸共同发展，前景美好，未来可期。”40
年前，《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时，郑荣昌正在台湾
读小学六年级。他回忆说，两岸停止敌对状态，
给了台湾一个很好的经济发展契机，成就了台湾
跻身“亚洲四小龙”的巨大发展成就。同时，暖
流涌动的两岸关系，也为台湾走向世界创造了良
好的国际氛围。40 年后，中国大陆郑重纪念 《告

台湾同胞书》 发表，释放积极信号，也将对台湾
社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未来，台湾将在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与大陆产生更紧密的
联系，建立更良性的互动。

“改革开放让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时代，为两
岸和平统一创造了最大的有利条件。”李斧表示，
40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比较贫
困，发展到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从比较封
闭，到全面开放，“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理念、中国行动逐渐深入人心，为
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要积极推动两
岸经济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两岸经
济共同发展增动力、添活力，这不仅将为台湾
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将为世界经济带来诸
多利好消息。”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校长张述
洲表示。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
创！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是
两岸同胞勠力同心、共同发展的时代，也是海外
华侨华人同心筑梦、大显身手的时代。”吴滨江满
怀期冀地说，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希望有
幸见证中国和平统一伟大时刻的到来！

作为“六个稳”之一的稳预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继续强调其重要性的同时，提出“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有针对性主动引导市场预期”的新要求。多位专家
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有变，未来的发展
既蕴含着机遇，也面临下行压力。在这种相对复杂的情
况下，稳定预期，引导市场主体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基本
面，打消疑虑、提振信心，对经济平稳发展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