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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
月 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市场
价格监测预测预警，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保障基
本民生；决定完善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
促进电力市场化交易，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核定
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会议指出，稳物价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事
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总体平
稳，前八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为 2.4%，但猪
肉等部分食品价格涨幅较大，同时近两个月来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下降。面对当前形势，要
尊重规律，更加注重运用市场办法，遏制部分食品
价格过快上涨，保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基本稳
定，保证全年物价总水平处于合理区间。一要强化
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通过取消不合理禁养限养规定、保证主产区饲料供
应等，促进生猪产能加快恢复，做好进口和储备调

节等工作，增加牛羊肉、鸡肉等禽肉市场供应，
保障节假日等重要时段食品市场供应及价格稳
定，密切关注部分关联产品价格变化，防止物价
联动上涨。二要跟踪分析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
走势，及时预警应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增强
调控能力。做好冬季天然气等保供稳价工作。积
极扩大有效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稳定生产经营、
稳定就业。三要加强市场监管和价格监测预警。
严肃查处捏造散布虚假信息、操纵价格等违法行
为。四要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和重点群体基本生
活。各地要按照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挂钩联动机制，及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认
真做好大中专院校、中小学等食堂肉食供应工作。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电力体制改革部
署，加快以改革的办法推进建立市场化电价形成机
制，会议决定，抓住当前燃煤发电市场化交易电量
已占约50%、电价明显低于标杆上网电价的时机，对

尚未实现市场化交易的燃煤发电电量，从明年1月1
日起，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将现行标杆上网电
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机制。
基准价按各地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确定，浮
动范围为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
具体电价由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通过
协商或竞价确定，但明年暂不上浮，特别要确保一
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同时，居民、农业等
民生范畴用电继续执行现行目录电价，确保稳定。

会议核定了第八批762处新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包括古遗址、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等。会议强调，要坚持价值优先、
质量第一，保证真实性、完整性，健全法规制
度，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有效保护、管理和合理
利用中华民族的宝贵历史遗存，促进中华文明薪
火相传，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9月 26日电 （记
者于佳欣、陈炜伟） 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高峰在 26 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
会表示，目前，中美双方正在保持密
切沟通，为 10 月份将在华盛顿举行
的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取得
积极进展做好准备。

9 月 19 日至 20 日，中美双方经
贸团队在华盛顿举行副部级磋商，就
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建设性讨
论。双方还认真讨论了牵头人 10 月
份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

级别磋商的具体安排。
他还表示，根据了解，近期中方

企业正在按照市场化原则和世贸组织
规则开展美国农产品询价和采购，并
已经成交相当规模的大豆和猪肉，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这些采购予以
加征关税排除。

针对美方近日公布第九批对华加
征关税措施排除清单，高峰说，中方
对此表示欢迎。这有利于美国企业和
消费者，有利于中国企业，也有利于
为磋商创造良好条件。

商务部：中美双方正保持密切沟通
为第十三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取得积极进展做好准备

新华社北京9月 26日电 “伟
大历程 壮丽画卷——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开
幕式 26 日上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
黄坤明出席并宣布展览开幕。黄坤
明在参观展览时强调，广大美术工
作者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珍惜时代、胸
怀人民、饱含真情，为人民画像、
为祖国抒写，创作更多思想深刻、
艺术精湛的美术作品，展现党领导
人民奋斗的光辉历程，凝聚奋进新
时代、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这次美术展分为序篇和“浴血
奋斗：人民解放之路”“艰苦奋斗：

国家建设之路”“团结奋斗：改革开
放之路”“伟大梦想：民族复兴之
路”等 4 个篇章，描绘祖国壮丽山
河，刻画人民幸福生活，抒发美术
家爱党爱国的情怀，表达中国人民
不懈奋斗的精气神。展览由文化和
旅游部主办，以中国美术馆的馆藏
为主，汇集国内20余个重要美术馆
的经典藏品，涵盖中国画、油画、
版画、雕塑、水彩等类型，展出作
品近500件。

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有
关负责同志，著名美术家代表、在
京重要美术机构代表、社会各界代
表等共 100 余人参加开幕式。展览
将持续至11月3日。

本报厦门 9月 26日电 （记
者赵珊） 今天，由中国旅游集团
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共同投资运
营的中国民族邮轮品牌“星旅远
洋”旗下首艘豪华邮轮“鼓浪
屿”号命名暨首航仪式在厦门举
行，标志着中国第一艘自主运营
的豪华邮轮正式亮相中国市场。

“鼓浪屿”号总吨数约为 7
万吨，长 260 米，有 13 层甲板，
941间客房，可载客1880人，将
以厦门、深圳、上海为母港，运
营东南亚、东北亚邮轮航线。

本报首尔9月 26日电 （记者杨
子岩） 由韩国亚洲新闻集团《亚洲日
报》、韩国中国商会、《每日东方》、
郑宇泽议员室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暨韩中友好经济
论坛”今天在韩国首尔举办。中国驻
韩国大使馆官员、韩国国会议员及中
韩企业家、学者代表等100多人出席
论坛。与会者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祝愿中韩两国紧密
携手，继往开来，共同开创两国发展
和友好的新境界。人民日报社编委、
海外版总编辑王慧敏对论坛召开表示
祝贺。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首席馆员、公
使衔参赞金燕光在致辞中指出，良好

的中韩关系既符合历史和时代大势，
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韩国国会
议员郑东泳、薛勋、金斗官和崔仁浩
出席论坛，他们肯定了中国对世界和
平和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祝愿中韩
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亚洲新
闻集团董事长郭永吉目睹了近些年两
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提出两国应
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
共同体。

本 报 编 委 卫 庶 带 队 出 席 本 次
论坛。

2016 年 7月 1日开始，亚洲新闻
集团正式代理在韩国发行人民日报海
外版，成为韩国各界人士和当地华侨
华人了解中国的权威平台。

人民日报海外版参加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暨韩中友好经济论坛

本报北京9月 26日电 （记者严
冰） 今天从交通运输部9月例行新闻
发布会获悉，目前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
将着力打造三地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实现区域内快速铁路覆盖所有地级及
以上城市，形成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1.5小时交通圈”。
据介绍，2018 年，交通运输部

印发《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暨雄安新区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目前，各项工
作取得积极成效。京秦高速、津石高
速等一大批重大交通项目稳步推进，
京沈高铁、京雄城际铁路 （其中北京
西站到大兴国际机场段已经开通）、
大张铁路加快建设，京津冀互联互通
卡已覆盖三地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京津冀相邻城市1.5小时可达

“伟大历程 壮丽画卷——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京举办

黄坤明出席开幕式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赵丽宏常常到世界
各地参加书展，中国图书已成为国际书展上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现在不同了，莫言、刘慈欣等一
批中国作家走到国际舞台，中国当代文学已是世
界文学的一部分。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化自信更
加坚定，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赵丽宏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
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
国文化发展始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中国
正不断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

文化事业繁荣兴盛

说起两年前的一场展览，中国美术馆馆长吴
为山至今仍激动不已：“北京的 11 月已是寒冬，
中国美术馆的观众从门口排到了两公里之外，你
能想象那场景吗！”

吴为山说的是2017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美
在新时代——庆祝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美术馆典
藏精品特展”。展期内首个双休日，美术馆参观
量突破 2万人次，远超美术馆日参观 6000人次的
上限。

美术馆的火爆是文化事业繁荣兴盛的一个缩
影。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财政对文化建设的支
持不断加强，1953-1957 年五年文化事业费总投
入为 4.97亿元，1978年当年增加到 4.44亿元，到
2018 年达 928.33 亿元。1979-2018 年，文化事业
费年均增长 14.3%。不断增长的数字背后，是 70
年来中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长足进步。2018年
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176 个，为 1949 年的
57.7 倍；文化馆站 44464 个，为 1949 年的 49.6
倍；博物馆4918个，为1949年的234.2倍。

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认为，群众文
化生活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前所未有。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文化事业的发展还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金元浦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化产业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经 历 了 不 同 的 发 展 阶 段 ：
1978—1999 年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预热期，
2000—2005 年为初创期，2006—2011 年是体制改
革攻坚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产业进入高
速发展期。

中国文化产业通过改革不断释放出新的活
力。准入逐步放宽的文化市场上，市场主体、
经营方式日趋多元，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2018 年 ， 中 国 文 化 产 业 实 现 增 加 值 38737 亿
元，比 2004 年增长 10.3 倍，2005-2018 年文化
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8.9%。从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看，2004-2012 年间，文化产业对 GDP 增
量的年平均贡献率为 3.9%，2013-2018 年进一
步提高到5.5%。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传
统文化企业转型升级，基于“互联网+”的新型
文化业态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
点，文化产业稳步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进。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中国文联电影
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说，以电影业为例，以前国
产电影可以说是“无片可放，无人想看，无人要
干”，自 2002 年起，中国电影全面启动产业化改
革，2018 年度票房突破 600 亿元，中国成为全球
第二大电影市场。

中华文化加速“走出去”

中国电影不仅是“墙内开花”，在国外也“香
飘四溢”。近年来，《战狼》《红海行动》等一批优
秀中国电影在海外受到热捧，加入到中华文化

“走出去”的矩阵中。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崔

巍对此感受颇深。她担任院长的杭州歌剧舞剧院
打造的文化遗产舞剧《遇见大运河》，目前正在世
界巡演。记者联系崔巍时，她正率团队在阿根廷
演出，她说：“这些年我们世界巡演的机会很多，
观众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他们非常迫切想到中国
去，想看看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度。”

回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覆
盖面小，主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友好国
家进行文化交流；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文化交
流不断扩大和深化，成为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交
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并举的“文化走出去”
新格局逐渐形成。

据统计，2018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
为 1023.8 亿美元，为 2005 年的 5.5 倍；我国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额为 16.9亿美元，分
别为 2008 年和 2012 年的 84.5 倍和 8.5 倍，占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重为 1.3%，比 2012 年提高
1.1个百分点。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王蒙表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拥抱全球化，是坚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
者，也是各种文明多元共存、互学互鉴的倡导者，这
些都来自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本报北京9月 26日电 （记者施
芳）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
京国际摄影周组委会主办的“70年，北
京与世界同行——外国摄影师眼中的
北京”大型图片展日前开幕，生动展示
北京城市的传承与保护、发展与变迁。

据悉，1999 年，北京市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创办了“外国摄影师拍

北京”活动，二十年来共邀请来自
50余个国家的100余位摄影师先后到
北京进行采风拍摄，为北京留下了外
国摄影师视角的北京城市影像素材。
此次展览集合了来自42个国家119位
摄影师拍摄的800余幅新老佳作，展
示北京城市风貌、百业兴旺、艺文荟
萃和生活和谐等多方面影像。

“外国摄影师眼中的北京”开幕

9月26日，北京市昌
平区的泰康燕园养老社区
举办“忆峥嵘岁月 赞祖
国发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活动，展出
了社区居民中开国大典亲
历者、新中国第一代女拖
拉机手等“共和国第一代
建设者”的老照片。

图为今年 91 岁的郭
道晖老人 （左二，时任清
华大学电机系中共党支部
书记） 介绍组织学生参加
开国大典的动人情形。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世界第一混凝土高塔桥合龙世界第一混凝土高塔桥合龙

9 月 26 日，随着
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
筑完成，世界第一混
凝土高塔桥——平塘
特大桥成功合龙。

平塘特大桥是贵
州省平塘至罗甸高速
公路控制性工程，横
跨漕渡河峡谷。大桥
16 号墩为中塔，塔高
332 米，是目前世界
最高的混凝土桥塔。

图为施工人员正
在合龙平塘特大桥。

燕春贵摄
（人民视觉）

向文化强国阔步前进
本报记者 叶 子

五位一体 透视新中国透视新中国7070年年

忆峥嵘岁月忆峥嵘岁月 赞祖国发展赞祖国发展 中国首艘自主运营豪华邮轮启航中国首艘自主运营豪华邮轮启航

图为“鼓浪屿”号命名仪式
举行。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